


2009 年 8 月 25 日，广东省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 2008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广

州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共广东省委

副书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领导

出席会议，为获奖的 2008 年度优

秀科技成果和杰出科技工作者代表

颁奖。会议期间，省长黄华华等领

导还参观了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成就展、广州科学城的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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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 22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在广

州市举行《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

2009 年 6 月 22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清华大学

全面开展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市举行。

2009年 8月 11日，

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

现场会在深圳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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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7日，

2009 年广东省教育部科

技部企业科技特派员行

动计划新闻发布会在广

州市举行。

2009 年 11 月 17 日，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组织动员

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2009年11月21日，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

合作联盟成立暨揭牌仪

式在广州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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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9 日，

由科技部、卫生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等14个部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世界

卫生组织共同主办的 2009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

博览会在广州市开幕。

2009年 6月 18—20日，

由广东省科技厅、美国华人

生物医药科技协会、广东省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联合主

办的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论坛暨美国华人生

物医药科技协会第 14 届年

会在广州市举行。

2009 年 11 月 9 日，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

第四次工作会暨基地建设

十周年总结大会在广州市

召开，“国家中药现代化科

技产业（广东）基地”通过

科技部验收并获颁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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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7 日，全省 LED照明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2009 年 6 月 23 日，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

开。会上，通过验收的实

验室被授予牌匾。

2009 年 5月 12 日，

广东科技金融战略合作暨

试点市启动签约仪式在广

州市举行，启动珠海市、

东莞市和中山市的科技金

融试点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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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9月 1日，

2009’广东科技服务

业创新发展论坛在广

州市召开。

2009 年 9月 11日，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在

广州市联合举办 2009 政

府采购论坛。

2009年 11月 16日，

第 11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市

开幕。由广东省科技厅、

省外经贸厅、省教育厅、

省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

合组成广东参展团，其

参展规模位于全国各省

市区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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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8日，

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创

业行动信息发布会暨

“U 势界”大学生“理

性创业，赢在定位”创

业论坛在广州市召开，

省科技厅与团省委共同

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

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创

业行动的合作协议》。

2009 年 9 月 29 日

和 10 月 13 日，广东省

科技厅作为第 4 批上线

单位参加广东省“政风

行风热线”——“广东

民声热线”的上线直播

节目，在广东电台直播

现场接听和解答群众电

话咨询和投诉。

2009年 9月 25日，“御

风搏浪立潮头——广东科技

发展 60 年”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多媒体专题网站开通

仪式在南方新闻网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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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4月 26日，

广东省科技旅游启动暨

科技旅游示范点授牌仪

式在广州市举行。广东

科学中心成为首个被省

科技厅、省旅游局授予

“广东省科技旅游示范

点”称号的单位。

2009年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领

导视察广东科学中心，

并对科学中心的运营给

予了高度评价。

2009 年 9 月，在

广东科学中心开馆一

周年之际，广东科学中

心启动了首届广东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作品

展、沉睡万年的冰原猛

兽猛犸象展（广州站）

等系列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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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8 日，

2009 年全国科普日“万人

科学传播大行动”宣传活

动在广州市正式启动。

2009 年 6 月 16 日，

以“科技兴农，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大

型科技下乡活动在东源县

上莞镇举行。

2009 年 6 月 5 日，

“信息直通千万家、科

技服务新农村”科技下

乡活动在惠州市举行，

现场举办了广东农村信

息直通车工程农业科技

咨询活动，解答农民提

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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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

'

企业技术中心 %(,,'

!!!!!!!!!!

企业科技创新
%(,*'

!!!!!!!!!!!

'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 %(,*'

!!!

'

创新型企业建设 %(,$'

!!!!!!!!!

'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

!!!!!

'

高新技术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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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科技创新
%(*+'

!!!!!!!!!

'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主要科研指标 %(*+'

!!

'

中山大学 %(*&'

!!!!!!!!!!!!

'

华南理工大学 %(+#'

!!!!!!!!!!

'

暨南大学 %(+('

!!!!!!!!!!!!

'

华南农业大学 %(+''

!!!!!!!!!!

'

汕头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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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科技创新
%(+&'

!!!!!!!!!

'

科技体制改革进展 %(+&'

!!!!!!!!

'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 %(+&'

!!!!!!!!!!!!!!!!

'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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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

!!!!!!!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

!!!!!!!!!

'

技术转移促进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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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服务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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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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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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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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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科技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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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装备动员 %(%''

!!!!!!!!!!

'

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工作 %(%,'

!!!!!!

研究* 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基础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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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政府自然

!科学联合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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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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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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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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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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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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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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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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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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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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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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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载体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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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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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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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科技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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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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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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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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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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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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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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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风险投资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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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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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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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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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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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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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 科技社团及科技

普及* 宣传工作

科协* 科技社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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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

!!!!!!!

'

科技社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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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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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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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主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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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基地建设 %''"'

!!!!!!!!!!

'

广东科学中心 %''"'

!!!!!!!!!!

科技宣传
%'','

!!!!!!!!!!!!!

'

全省科技进步活动月 %'','

!!!!!!!

'

大型科技宣传活动 %''+'

!!!!!!!!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兴县 %市' 工作
%',('

!!!!!!!

'

科技进步考核 %',('

!!!!!!!!!!

'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 %',"'

!!!!

技术创新专业镇
%',,'

!!!!!!!!!!

'

专业镇认定与培育 %',,'

!!!!!!!!

'

专业镇创新计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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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镇培训与研究 %'*('

!!!!!!!!

区域创新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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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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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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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 %'+#'

!!

'

科技富民强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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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科技概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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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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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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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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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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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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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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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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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 %'$''

!!!!!!!!!!!!!

'

东莞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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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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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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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 %,#*'

!!!!!!!!!!!!!

'

江门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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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 %,(''

!!!!!!!!!!!!!

'

湛江市 %,(*'

!!!!!!!!!!!!!

'

茂名市 %,(%'

!!!!!!!!!!!!!

'

肇庆市 %,"#'

!!!!!!!!!!!!!

'

云浮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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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远市 %,"+'

!!!!!!!!!!!!!

'

潮州市 %,"%'

!!!!!!!!!!!!!

'

揭阳市 %,'#'

!!!!!!!!!!!!!

附!!录

科技政策措施及规范性文件
%,'*'

!!!!

'

$0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1

科技与自主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

"#(" 年'( %,'*'

!!!!!!!!!!!

'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

合作规划纲要 %"##$&"#(*'(

%,,"'

!!!!!!!!!!!!!!!!

'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

意见( %,,+'

!!!!!!!!!!!!!

'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

意见( %,*('

!!!!!!!!!!!!!

'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

!!

'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暂行办法(

%,+#'

!!!!!!!!!!!!!!!!

'

$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暂行办法(

%,+,'

!!!!!!!!!!!!!!!!

'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 %,++'

!!!!!!!!!!!!!!!!

'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

'

$广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 %试行'( %,&"'

!!!!!!!!!

专题调研报告
%,&*'

!!!!!!!!!!!

'

$ 广东省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 "医疗

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 战略研究报告

%节选'( %,&*'

!!!!!!!!!!!

'

$ 广东技术转移促进行动调研报告

%节选'( %,$#'

!!!!!!!!!!!

'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报告(

%*#''

!!!!!!!!!!!!!!!

科技统计表
%*(#'

!!!!!!!!!!!!

"##$ 年广东科技记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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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技工作综述

"##$ 年! 广东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深入贯彻落实 "三促进一保持# 部署要求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 等文件精神! 全

面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中科技和自主创新的各项任

务! 大力推进 "十大创新工程# 建设) 在国际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逆势快

速增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科技服务业

蓬勃发展! 省部产学研合作和省院全面合作取得

新突破! 自主创新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新突

破! 亮点纷呈! 效益显著! 有力支撑引领全省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据科技部 "##$ 年公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显示! 广东的区域创

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 " 位! 其中创新的经

济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等分指标位居全国首位)

"##$ 年! 广东共获得国家 "$&'# 计划 %含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首席科学家项目 (( 项! 相当

于广东前 (( 年所获项目总和! 约占全国的 ()(#!

全国排名跃升至第 ' 名) 新增两院院士 * 名! 创

下十多年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获得 "##$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 "+ 项! 首次荣获曾空缺多年的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 实现历史性突破) 全省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支持 , 亿多元! 数量和

规模位居全国第 , 位- 获得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基金总额超过 (-+ 亿元! 比 "##% 年增长

,*-+.) "##$ 年全省专利申请量达 ("* +&' 件!

同比增长 "#-$%.! 其中发明专利 '" ",& 件! 同

比增长 (,-&+.- 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 '** 件!

同比增长 ,$-''.-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首次

同时跃居全国首位) 广东在 ""##&&"##% 年度全

国县 %市' 科技进步考核# 中成绩突出! 共有 ((

个地级市* "$ 个县 %市'* '% 个城区达到科技部

考核要求! 通过率达 *&.! 比 "##& 年度考核提高

了 "# 个百分点)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 年! 全省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达 "-+ 万亿元!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

上扬! 增长 (*.!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

有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全省新认定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 *** 家! 累计达 ' '++ 家! 总数居全

国第 " 位) 新增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 家! 累

计达 "+ 家- 新增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 家! 累计达

(' 家) "百强创新型企业# 培育工程共认定 (',

家示范企业)

深入实施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 "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 重大科技专项! 推动新能源* 绿

色照明* 生物医药* 海洋* 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茁壮兴起) 加大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力

度! 建立一批产业转移园技术支持中心! 效益突

出) 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 "##$ 年全省技术市场

合同成交金额 ",&-$' 亿元! 华南技术产权交易中

心完成交易额 '"%-'% 亿元! 深圳科技企业柜台交

易市场正式挂牌)

+省部院产学研合作, !"##$ 年! 全省组织推动

了 "#" 所全国高校 %其中! 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

所' 参与省部产学研合作! 开展合作项目 + ###

多项) 建立产学研结合示范市 %区* 镇'* 研发

基地和产业化基地 +, 个! 带动地方财政及企业投

入 "&* 亿元) 新建 $ 个产学研创新联盟! 部分重

大产学研合作项目取得新突破) 实施 "百校千人

'综!!!述



万企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 组织引导

" "##多名专家入驻广东省 ( 万多家企业推动其转

型升级! 带动 ( 万多名高校毕业生实习或就业)

截至 "##$ 年年底! 省部 %院' 合作累计实现产值

& ###多亿元! 新增利税累计近 ( ### 亿元)

制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

略合作规划纲要(! 投入专项经费 ( 亿元! 安排省

院合作项目 (%% 项) "散裂中子源项目# "超级计

算# "云计算# "龙芯# 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新

建一批中科院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等产业化

基地) 推动中科院 ,## 多项科技成果在广东实现

转移转化! 新增产值 ('# 亿元以上! 新增利税超

过 "# 亿元)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年! 华南新药创制

中心获批组建 "华南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

平台# 并获科技部近 , ### 万元资金支持! 成功

跻身国家生物医药重大创制平台行列) 华南理工

大学的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的国家航空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农科院组建的畜禽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获科

技部批准组建) 截至 "##$ 年年底! 全省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总数达 "# 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

累计达 (# 家)

新增 &% 家大中型企业组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全省共建有省级工程中心 '$+ 家! 设

有博士后工作站近 &# 个! 与国内外 '## 多个高校

和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据统计! "##$ 年全

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每年投入研发经费

(+%-'' 亿元! 每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 #+"-%+ 亿

元! 约占企业销售收入的 ,%-#".! 实现税后利润

近 +'(-$" 亿元! 带动企业实现新产品总产值

, "("-(&多亿元)

+科技服务社会民生, !积极开展甲型/(0( 流感

病毒研究* 低成本医疗设备研制* 气象灾害防御*

食品安全* 工矿企业重大危险源等公共安全关键

技术攻关和推广! 社会发展领域科技支撑能力进

一步提高)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增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个! 累计达 * 个!

新增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个! 累计达 "$ 个)

首次设立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大学生

创业项目资金! 立项 (*# 多项! 资助总金额 ( *"#

万元! 科技扶持大学生创业就业效益明显) 科技

扶贫援建工作卓有成效) 积极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制定 $广东省科技厅扶贫开发 "规划到户责任到

人# 工作方案() 援藏* 援疆* 援巫山以及援川

的专项资金共达 ( ### 万元! 社会经济效益良好)

+区域和国际科技合作, !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

设立粤港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专项! 进一步促进粤

港科技紧密合作) 打造南沙科技创新园* 东莞松

山湖科技园等多功能* 国际化创新园! 在惠州开

展粤港共建高新区试点工作) "##$ 年! 广东投入

财政经费 '-, 亿元! 继续开展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项目招标工作)

创新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重点开展中医药国

际合作研究* 新能源国际合作* 对独联体国家合

作* "走出去# 战略等专项计划) 按照 "哑铃型#

模式组建 "广东&独联体科技合作联盟#)

+自主创新环境建设, !"##$ 年! 广东建立全国

第一个省政府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

议制度! 企业研发费抵扣额由 "##% 年的 (* 亿元

提升到 *# 亿元! 抵扣力度位居全国第 " 位) 在全

国率先全面系统指定落实自主创新产品和政府采

购政策及细则! 出版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制

度操作指南() 组织认定 ('# 项产品为 ""##$ 年

广东省第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第二批 "&+ 项自主

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基本完成)

"##$ 年! $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 和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被列入省人大常委

会五年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和 "#(# 年立法预备项

目) 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联合

省编办制定出台了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

见(! 加快开展组建工业* 农业* 社会发展和现代

服务业 , 个主体科研机构的可行性研究)

会同省委组织部制定 $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

创新和科研团队管理暂行办法( 和 $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评审办法() 专门成立了广东省引进创新科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研团队专项办公室! 为广东创新科研团队引进工

作提供机构保障)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首批申报工

作基本完成! 共收到 (#" 个团队的申报材料! 评

审工作有序开展! 支持资助 (" 个团队)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准备

金# 再增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 个合作伙伴! 启动珠海* 东莞和中山的科技金

融试点市工作) 支持 ,' 个项目获国家开发银行广

东分行贷款金额 &-+ 亿元! 帮助贷款企业新增销

售收入 "* 亿元! 新增税收 & ### 万元)

成功承办 (, 个国家部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 "##$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博览会!

主办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 会议

规格高! 影响大)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管理成绩喜

人! "##$ 年共接待观众 ((# 多万人! 设备和展项

完好率基本保持在 $#.以上) 成功组织开展第 (%

个全省 "科技进步活动月# 全民科普宣传活动)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郑海涛!王淑莲'

*综!!!述



领!导!讲!话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 年 $ 月 "" 日'

潘基文秘书长! 各位同事.

今天! 各国领导人汇聚联合国! 共商应对气候变化大计! 这对推动国际社会有力应对气候变化这

一全球性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 年来! 从斯德哥尔摩

到里约热内卢! 从京都到巴厘岛! 我们为保护全球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 取得显著成就) 这

是世界各国不断加深认知* 不断凝聚共识* 不断应对挑战的历史进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 $京都议定书( 已成为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主渠道!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各方加

强合作的基础!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既受自然因素影响! 也受人类活动影响! 既是环境问

题! 更是发展问题! 同各国发展阶段* 生活方式* 人口规模* 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

相关) 归根到底!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推进! 应该也只能靠共同发展来解决)

应对气候变化! 涉及全球共同利益! 更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 在应对气候变

化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 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 人均排放低!

目前受发展水平所限! 缺少资金和技术! 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国

际产业链低端! 承担着大量转移排放) 当前! 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 改善

民生) 国际社会应该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国家* 非洲国家的困难

处境! 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 尊重发展中国家诉求! 把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 提高发

展中国家发展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紧密结合起来)

各位同事/

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 事关人类生存环境

和各国发展前途! 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当前! 我们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 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 坚持这一原则! 对

确保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在正确轨道上前行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积极采取

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 $京都议定书( 的要求! 积极落实 "巴

厘路线图# 谈判) 发达国家应该完成 $京都议定书( 确定的减排任务! 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

标! 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 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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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支持下! 努力适应气候变化! 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第二! 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应对这一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 齐心协力) 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 也符

合发达国家长远利益) 我们应该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观念! 努力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双赢! 实现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第三! 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 发展中国家应该统筹协调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 环境保护! 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 摆脱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 同时! 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发展阶段* 应负责

任* 实际能力的义务) 从长期看! 没有各国共同发展! 特别是没有发展中国家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就

没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第四! 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 发达国家应该担起责任!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

期的资金支持) 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投资) 气候友好技术应该更好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 应该建

立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 市场运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让发展中国家用得上气候友好技术)

各位同事/

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处于世界

前列! 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全球 (## 位之后)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人口占世界五

分之一! 城乡* 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面临的困难还很多! 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

国从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高度! 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已经并将继

续坚定不移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切实努力! 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继续支持小岛

屿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国家* 非洲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大战略任务! 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明确提出 "##* 年到 "#(# 年降低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 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 仅通过降

低能耗一项! 中国 * 年内可以节省能源 +-" 亿吨标准煤! 相当于少排放 (* 亿吨二氧化碳)

今后! 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一是加

强节能* 提高能效工作! 争取到 "#"#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 年有显著下降) 二是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争取到 "#"#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左右) 三是大

力增加森林碳汇! 争取到 "#"# 年森林面积比 "##* 年增加 , ### 万公顷! 森林蓄积量比 "##* 年增加 ('

亿立方米) 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各位同事/

世界期待着我们就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抉择) 我相信! 只要我们本着对各自

国家和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立足现实! 着眼未来! 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 $京都

议定书( 主渠道地位!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坚持 "巴厘路线图# 的授权! 哥本哈根大会就

会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的里程碑) 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努力! 共同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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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 年 ( 月 (( 日'

同志们.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表彰为我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向 "##$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向长期关心和参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国外科技

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过去的一年! 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也是我们应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

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 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形势下! 我国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保持了社

会和谐稳定)

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把加强科技支撑作为一揽

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推动技术改造! 加快实

施重大科技专项! 超前部署*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些措施对遏制经济下滑势头* 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年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之年) 目前! 国

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 世界经济进入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 最终战胜危机* 实现

经济复苏要靠科技的力量) 科技创新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武器! 也是经济持久繁荣的不

竭动力)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抢占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我们必须因势利

导! 奋起直追!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走在前面!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 内生

增长的轨道)

我们要始终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 着力突破带动技术

革命* 促进产业振兴的前沿科学问题! 突破提高健康水平* 保障改善民生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

突破增强国际竞争力*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技术问题! 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公共服务保

障水平)

我们要紧密跟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新能源* 新材料和高端

制造* 信息网络* 生命科学* 空天海洋地球科学等领域! 推动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加快科研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 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们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 坚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需求出发! 尊重科技人才成长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律! 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

才! 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智力支撑)

我们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 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

题) 大幅度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资源配置* 国外智力引进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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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建设! 营造科学民主* 学术自由* 严谨求实* 开放包容的气氛! 使科技人员的

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同志们!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呼唤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智慧* 力

量和精神的考验! 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

导下!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获奖的科技工作者为榜样! 学习他们爱国奉献* 顽强拼

搏* 勇于探索* 团结协作的崇高精神! 奋力开拓创新! 勇攀科技高峰!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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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依靠科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暨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 年 (( 月 " 日'

同志们.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次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暨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启动仪式! 进展顺利!

开得很好)

今天上午! 学勇同志传达了延东国务委员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重要指示) 延东国务委员的重要指

示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

学勇书记做了讲话! 对实施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来武同志就推进科技特

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进行了工作部署) 会议表彰了一批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 他们的业绩值得赞赏* 精神值得弘扬) 福建省副省长李川同志*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

屈冬玉同志等 $ 位同志作了典型经验交流! 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值得学习和借鉴)

下面! 我围绕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依靠科技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谈几点

意见)

一*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新时期农村科技工作

去年 (# 月! 在改革开放 '# 周年之际! 党中央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发布了 $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机结合! 对农业农村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了认真回顾!

根据新形势* 新要求! 对新时期农业农村科技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方面! 科技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引领) 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在

杂交水稻* 小麦细胞工程* 家蚕功能基因组*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的研究水平居于国际领先地

位- 成功研制了一季单产 ( ,## 公斤的玉米超高产技术和亩产 %## 公斤的二期超级稻! 亩产 $## 公斤

的三期超级稻育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已超过我国抗虫棉面积的

$#.) 实施粮食丰产等重大农业科技工程! 依靠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水平- 杂交水

稻累计推广 +# 多亿亩! 增产 + ### 多亿公斤- 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达到 $*.以上) 去年! 我

到河南参加粮食丰产工程会议时! 看了亩产 ( ### 多公斤玉米* &## 多公斤小麦的试验田) 如果不是亲

眼所见! 真是难以置信) 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初期! 全国大

概有 '# 多亿亩土地! 却养不活 + 亿人) 现在我们用 (% 亿亩! 连续 * + 年获得了丰产! 养活了 (' 亿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人! 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 总结起来! 一条基本的经验是改革开放确实解放了生产力! 科学技术确

实促进了生产力! 只有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 我们还突破了一大批食品和林

产品加工* 农机装备* 食品与农产品物流等关键技术并大面积应用! 延长了农业产业链! 优化了农村

经济结构! 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科技开发! 在农业节

能减排* 村镇规划* 农民生活环境改善* 农林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为改善农村民

生*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 科技创新和服务 "三农# 的能力明显增强) 农业科研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中央财政对

农业农村科技的投入大幅增加)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科研基础条件明显改善! 科技人

员积极性明显提高! 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 农业科技体系结构得到优化! 农

林科研院所* 涉农高校服务农业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 企业在农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日益

突出) 科技特派员* 农业专家大院* 农技 ((# 与星火科技 ("'$+ 等创新机制不断涌现! 多元化* 社会

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大力实施星火计划! 推进科技富民强县! 加快科技进村入

户! 农业农村科技转化应用成效显著! 农村基层科技活力不断增强! 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

高! 为乡镇企业和农村中小企业技术进步*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在我国广大

农村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我国

已进入世界农业科技大国行列) 农业农村科技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正确领

导的结果! 是各地* 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结果! 是广大科技人员和农民群众共同努力的

结果)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技服务 "三农# 的方向! 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 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发挥好农民的重要作用- 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充分发挥政府

和市场两个机制的作用! 积极探索科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 始终坚持提高农村科技创新和服

务能力! 支撑农业农村科学发展)

%二'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农村科技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 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

期)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

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 这一重要论断!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

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高度重视! 对新时期进一步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殷切希望) 科技工作必须把推

进城乡统筹发展作为重大任务! 放在突出位置)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农业农村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必须紧紧依靠科技的力量来战胜这

些困难和挑战) 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持续丰产! 必须依靠科

技创新) 二是突破水土等资源短缺的瓶颈约束! 改善农业生态! 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抵御自然灾害!

降低农业风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三是延长农业产业链!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提高农业效益! 改善农村民生! 需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四是推进农业

农村节能减排! 发展农村新能源! 促进农业节本增效! 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 五是培养有文化* 懂

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增强自我增收能力! 迫切需要加速科技培训和普及) 六是优化城乡要素配

置! 促进城乡统筹! 科技有很大潜力)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 我国农业农村科技还不完全适应需要) 一是农村科技人才短缺的状况没有

根本改变! 二是农村科技资源配置总体薄弱! 三是农业农村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四是科技服

务 "三农# 的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特别是当前! 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我们必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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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把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 采取有力措施! 建立健全科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机

制! 引导技术* 人才等要素加快向农村流动* 集聚! 优化科技资源和要素配置! 加快农业科技自主创

新和农村民生科技进步! 推动新时期农村科技实现更大的发展)

%三' 面向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 "两个轮子# 协调驱动! 加快新时期农村科技进步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完善创新研究与普及推广协调发展的布

局! 充分发挥科技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一* 既要注

重高产! 又要注重优质* 高效* 生态* 安全! 不断提高粮食持续丰产和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 二* 既

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又要加快涉农产业科技进步! 推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 既要服务农村

经济建设! 又要服务农村民生改善! 促进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 既要强化科技创新! 又要加

快科技创业! 引导科技* 人才* 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 五* 既要注重研究开发! 又要注重

转化应用! 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六* 既要切实强化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支撑引领! 又要着力

提升农村科技服务能力! 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七* 既要强化政府引导! 又要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不断增强农村科技发展的活力)

要努力在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把提高粮食丰产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发展现代农业

作为首要任务! 加强农业节能减排科技支撑! 加快重点涉农产业技术升级! 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和 "两型# 农业生产体系! 凝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 力争在关键领

域取得突破) 二是把富民* 惠民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改善

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 加强生物燃气* 清洁能源* 农村宜居和饮水等关键技术的开发与集成! 加快新

农村建设民生科技进步! 力争在广大农民最关心* 最现实* 最迫切的问题上取得突破) 三是把推进改

革创新* 促进城乡统筹作为战略基点! 强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 大

力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创业! 建立健全多元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加快农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和基层科技进步! 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一体化发展! 力争在创新农村科技体制机制方面取得

突破)

二* 科技特派员工作是农村科技发展的重要创新! 探索了推进农村科技重心下移的新经验

农村科技工作的实践表明! 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 推动农村科技重心下

移! 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高亿万农民的生活质量! 是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的根本价值

所在) 为切实改变农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相对薄弱的局面! 各地* 各部门和科技界坚持政府引导和市

场机制相结合! 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多元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健全) 科技特派

员制度是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重要创新)

%一' 科技特派员工作在发展中不断深化! 探索了一条农村科技服务与创业的新路子

科技特派员制度源于基层创新) ($$$ 年! 针对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科技服务* 而科技服务供给相对

不足的实际! 福建南平采取积极措施! 将一批科技素质较高的人才下派到农村生产第一线! 取得明显

的经济社会效益! 受到广泛关注) "##" 年! 科技部在南平召开现场会! 前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出席会

议并讲话! 总结推广基层的创新实践! 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迅速展开)

试点工作首先在西北五省启动) 其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把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研院所体制

改革的姊妹篇! 坚持政府* 市场* 社会共同推动! 大力发展法人科技特派员和信息科技特派员! 引导

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主战场! 探索了一条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的新路子) 各经济发达省份也纷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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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试点行列) 浙江省立足创业富民! 依托优势科教资源! 搭建政策条件平台! 深入推进试点工作)

辽宁省以县域为单元! 围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 积极发展科技特派员团队) 广东省根据企业技术需

求! 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 各地结合实际!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模式)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 在科技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

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目前! 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已发展到 '( 个省 %区*

市* 旗'* ( +,# 个县市- 科技特派员发展到 &-"$ 万人左右! 直接服务近 %## 万农户! 辐射带动 ' +%#

多万农民增收) 科技特派员工作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

欢迎)

今天发言的几位同志! 有的从省市政府角度! 有的从科技主管部门的角度! 有的从科研机构的角

度! 交流了如何支持和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 特别是科技特派员同志们! 他们深入农村! 勇于实践!

在工作中兢兢业业! 为农业的发展! 为农民的增收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刚才! 俞旭平同志在发言中谈

到甚至因此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 "女儿对爸爸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帮妈妈多做点家务活#! 这使我十

分感动) 在此! 我向今天获得表彰的优秀科技特派员和先进集体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二' 科技特派员工作强化了科技与农业农村发展的结合!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一是服务范围不断拓展! 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围绕地方特色优势

产业! 广大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一线! 积极开展试验示范* 培训指导和创新创业! 提高了农民从事多

种经营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收入! 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仅 "##% 年! 科技特派员就引

进农林动植物新品种 "-'% 万个! 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 "-,$ 万项! 组建各类专业协会和合作组织 % $,"

家! 创办* 领办* 协办企业 & ,($ 家! 增加收益 $* 亿元) 在实践中! 科技特派员的服务环节逐步由产

中向产前* 产中* 产后全面拓展! 服务领域由生产向生产* 生活* 生态全面拓展! 服务方式由单一的

技术服务向技术* 资金* 管理等综合服务全面拓展! 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民生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是创新了农村科技服务模式! 有力促进了科技和农民的 "零距离# 对接) 通过科技特派员工作

的实施! 一大批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深入农村企业! 面对面地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 开展科技创

业! 大大缩短了科学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距离* 缩短了科技人员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让广大农民切

实感受到了科技并不遥远! 科技就在身边) 同时! 农业专家大院* 农技 ((#* 星火科技 ("'$+* 农村科

技合作组织* 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的蓬勃兴起! 必将进一步缩短科技传播的时

空距离! 加快科技进村入户! 实现农村科技的零距离服务) 科技特派员也在工作中增强了自身的管理

能力* 经营能力! 掌握了一定的金融知识! 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创造了先决条件) 湖北省农科院作为

法人科技特派员! 在服务农村的同时! 也促进了自身发展! 一方面加速了农业科研成果的直接转化!

另一方面科研院所科研经费连续 * 年不断增加! 实现了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民农户的共赢)

三是强化了科技的带动作用! 加快了现代生产经营要素向农村流动* 集聚) 科技特派员工作通过

创新机制* 完善政策! 把科技人才* 科技成果引入农村! 与资金* 信息* 管理等生产要素相结合! 开

展创业和服务! 推动了农村市场主体的发展! 培育了一大批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 加工* 服务* 物流

科技型企业和高附加值的农村新兴产业! 提高了农村生产的社会化* 专业化程度! 增强了农民进入市

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是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壮大了农村科技人才队伍) 科技特派员工作通过科技人员与

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充分体现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 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 服务 "三

农# 的积极性! 改善了一线科技人才短缺的局面) 目前! 通过技术入股* 技术承包和实体创业等形式

从事有偿服务的科技特派员已超过 '#.! 并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正在逐步成为广大科技特派员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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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重要形式) 同时! 深入基层创新创业! 对科技人员队伍也是极大的锻炼! 有利于优化我国基层

科技人员的结构! 提升基层科技人员的素质)

%三' 科技特派员工作是重要的体制机制创新! 为依靠科技破解 "三农# 难题探索了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需求导向! 尊重农民* 地方的首创精神) 科技特派员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

生活的实际需求! 在实践中探索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有效形式! 用实践来检验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成效)

基于各地的创新实践! 科技特派员工作初步走出了一条 "自下而上#* 扎根于群众* 扎根于需求的发

展道路) 这也是科技特派员工作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二是遵循市场规律!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农民积极性! 实现多方共赢) 科技特派员工作搭建了科

技成果供需的桥梁! 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 坚持因地制宜! 实行双向选择!

不搞 "拉郎配#- 另一方面! 遵循市场规律! 在强化政府引导的同时! 通过市场驱动! 促进科技资源

的合理配置! 使科技特派员和农民在生产实践中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形成 "利益共同体#! 把

科技人员* 农民* 企业* 合作组织等紧密联系起来! 实现多方共赢)

三是紧紧把握 "人# 这一关键创新要素! 加强现代生产经营要素的系统集成) 科技特派员工作坚

持以科技人员为核心! 以科技成果为纽带! 引导资金* 管理等生产要素向一线集聚) 通过科技特派员

的创业和服务! 推动了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使 "企业1

农户# 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 延伸了农业产业链) 在科技特派员的带领下! 通过组织专业技术协会和

农村科技合作社! 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创业和服务! 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农业

产业化* 农村信息化和农民组织化的有机结合! 使科技特派员创业和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益成倍放大)

四是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推进科技要素的 "逆向# 流动) 在市场条件下! 城市科技资源和

生产经营要素向农村转移具有典型的 "逆向# 流动特征) 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 积极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各地结合实际! 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刚才! 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县委常委* 组

织部部长麻建锋从培养干部* 支持农业发展* 健全保障机制和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介绍了工作经验!

很有启发性) 部分地区探索制定了 "三保留* 三优先* 三鼓励# 保障政策- 部分地区在实践中还创建

了科技特派员创业信用担保贷款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科技特派员的创业热情)

三* 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充分发挥科技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非常关心科技特派员工作) 回良

玉副总理* 刘延东国务委员都对推进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做出过重要批示) 回良玉副总理指

出.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提高! 所以强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刘延东国务委员指出. 加强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对于提升农村科技研发能力! 推动 "三

农# 工作很有意义) 近一段时间以来! 刘延东国务委员又多次就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我们

要认真学习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 再接再厉! 加快农村科技进步! 为促进城乡统筹* 加

快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的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 一是有利于加快科技要素向农村转移! 带动金融* 管理* 信

息等生产经营要素向农村聚集!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是有利于提高科技特派员的组织带动能力!

加快农村科技型企业* 农村科技合作组织*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 稳定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生产组织化程度- 三是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引导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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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链上合理分布! 延伸农业产业链! 壮大涉农产业! 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四是有利于建立健

全多元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壮大农村实用科技人才队伍! 提高农村科技持续支撑农业农村

发展的能力)

我们要把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作为新时期提高农村基层科技能力的重要途径! 作为建立健全

多元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 作为依靠科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探索破解 "三

农# 问题* 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予以推动)

%二' 扎实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我们八个部门已经联合发布了 $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 对推进科

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进行了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这里! 我强调几点.

一是要围绕建设和延长农业产业链* 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 系统推进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 把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应用到发展农业之中! 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 用现代科技支撑农业!

通过科技特派员创业!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链) 支持科技特派员围绕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领办* 创

办* 协办经济实体和专业合作组织! 带动金融* 管理* 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 推进产学研深度结

合! 形成产业技术联合体! 加快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促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二是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建立健全多元化* 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与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

紧密衔接!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发展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模式) 支持科技特派员在创业中强化

服务! 围绕产业链的发展! 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 开展多形式的技术服务! 发展创新创业一体化的产

业技术联盟) 进一步加快科技特派员服务的领域向产前* 产中* 产后全面拓展! 向生产* 生活* 生态

全面拓展! 不断扩大科技特派员工作的覆盖面) 进一步发展农业专家大院* 农技 ((# 与星火科技

("'$+* 农村科技合作组织等新型服务模式! 完善以大学为主体的农技推广模式! 逐步建立健全多元

化的农村科技服务网络)

三是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 拓宽科技特派员来源渠道! 不断

扩大科技特派员队伍的规模) 突破身份* 领域* 行业* 部门* 区域的限制! 吸引科技人员* 大学生*

复转军人* 返乡农民工* 农村青年等优秀技术* 管理* 经营人才加入到科技特派员队伍中来) 大力发

展法人科技特派员和科技特派员团队) 继续做好科技特派团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四是要搭建平台! 强化服务! 不断提高科技特派员创业能力) 大力发展信息科技特派员! 推动科

技特派员基层创业和农村信息化实现更加紧密的结合) 积极探索发展创业协会和创业基金等有效形

式! 完善创业孵化* 产权交易* 成果展示平台! 强化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 提高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

综合配套能力)

%三' 不断完善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的政策环境

要加强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国家层面上! 我们八个部门成立了协调指导小组! 将

加强协商* 推动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各地科技主管部门要把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作为科技工作特别是

农村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部门联合! 在工作推动中发挥好协调作用) 基层科技管理部门要

将其作为日常的重要工作内容! 作为基层科技工作的重要载体! 切实抓好* 抓实* 抓出成效)

要加大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投入力度) 加强资源的集成! 促进国家财政投入向科技特派员创业工

作倾斜! 加强引导支持) 各地要把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切实加大投入! 为科技

特派员创业提供保障) 进一步推进农村领域科技金融工作! 加强金融对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的支

持) 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

要不断完善科技特派员创业支持政策)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健全创业和服务模式! 完善利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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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争取在保障政策* 经费投入* 考核评价和管理服务等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解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常态化运行! 使科技特派员真正能够 "下得去* 留得

住* 有实惠#)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特派员* 先进集体和管理组织! 要加强表彰宣传) 鼓励各地结

合实际! 进一步大胆创新! 推动科技特派员创业工作深入发展)

同志们.

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 近一个时期以来! 为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党中央* 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国务院下发意见! 对今后一个

时期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 行动统一到中

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强化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治标

与治本的结合* 当前与长远的结合! 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 切实发挥科技在保增长* 扩

内需* 调结构* 上水平* 惠民生中的支撑作用! 努力实现创新驱动!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扩大国内需求! 最大潜力在农村!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是依靠科技扩大农村内需的重要支

撑) 我们要把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依靠科技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加快现代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努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 广大科

技人员要积极行动起来! 深入基层* 深入农村! 在服务企业* 服务 "三农#* 服务城乡统筹发展中实

现自己的价值)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

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为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最后! 我宣布.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正式启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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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工程实施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

%"##$ 年 $ 月 (, 日'

同志们.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 周年之际! 科技部* 财政部* 教育部* 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开发银

行联合召开视频会议! 启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实施工作) 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战略部署和国务院 $ 号文件的具体行动! 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刚才! 学勇同志代表六部门对

方案作了介绍!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 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逐步进入到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 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 可以说!

近现代以来每一次全球性的重大经济社会变革! 都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 科技与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速融合!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周期

日益缩短) 如电从发明到应用时隔 "%" 年! 电磁波通信则时隔 "+ 年! 而到了 "# 世纪! 集成电路仅仅

用了 & 年! 激光器仅仅用了 ( 年) 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互联网进入 *#.的美国家庭

只用了 * 年时间) 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 (# 亿美元资产用了 ,& 年! 微软用了 (* 年! 雅虎用了 " 年!

谷歌只用了 $ 个月) 这些例子都生动地说明! 科技进步与创新! 已经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和国民财

富增长的主要途径! 成为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向科学进军! 到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把科技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我们党对科

技的认识不断深化! 党领导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近年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 明确提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强调要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国务院制定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对

到 "#"# 年我国科技发展作出部署)

当前!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摆在全党全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我们讲的创新型国家! 应是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国家! 应是创新能力强* 创新效益高* 创新环境好* 创新制度完善* 创新人才

辈出的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 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是因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 是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集成环节) 大量的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只有通过企业! 才能真正转化为规模生产

力! 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各经济强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 无一例外地培育出了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

企业! 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美国的波音* 微软* 英特尔! 日本的丰田*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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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松下! 德国的大众* 西门子! 韩国的三星* 现代* 23等! 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本国乃至全球的

科技创新) 目前!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比较薄弱! 技术创新缺乏全面有效的支撑服务! 产学

研用结合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这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瓶颈制约) 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就是着

眼企业这一创新主体而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其目的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优化企业创新环境! 组

织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 全

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实施这一工程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第一!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 当前! 我国正处

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 面临着加快推进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市场化* 国际化和转变发展方

式的双重任务) 顺利完成这双重任务! 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大幅度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率! 以解决好当前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并为未来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在提高发展

水平和解决瓶颈制约两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发展信

息* 生物* 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建立与国家发展进程相适应* 先进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 培

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 解决好能源资源节约开发* 治理环境污染*

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走出一条科技进步和创新主导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 企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载体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 科技创新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最终

都要通过企业来完成)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将大大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降低关

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 真正推动我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之路)

第二!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任务) 国家创新体系是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内

容) 科技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要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的突破口)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 一方面! 只有为科技

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储备和积累! 创新体系才有动力源泉) 另一方面! 科研成果只有运用到实践

中去! 造福人类社会! 才能体现其最终价值) 我们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 是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

求! 加强基础性* 战略性* 前瞻性科技创新! 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先导和示范作用) 当前我

们大力推动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将着眼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和产业

化! 与知识创新工程相辅相成! 共同成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们要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工

程! 以分布全国的创新型企业* 贯穿产业链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服务行业和区域的技术创新服

务平台为三大载体! 形成技术创新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基本框架! 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第三!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措施) 科技只有与经济有机结合! 才能充

分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新知识* 新技术只有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

的提高) 在我国! 长期以来科技经济 "两张皮# 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形

成全面有效的支撑! 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拉动还不突出! 迫切需要在经济和科技之间架起一条

更加快捷有效的通道)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 引导创新要素集聚到对经济的支撑上来! 将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创造一种新的系统和

模式! 这本身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

第四!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迫切要求)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经

济正处于本世纪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纵观历史! 近代以来的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都离不

开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新发展模式! 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最近温家

宝总理在山西考察时指出! "谁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 谁掌握了关键技术! 谁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谁的高端产品多! 谁就能在竞争中长期占有优势#) 从这次危机中不同企业的生存状况可以看出! 一

些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有的还扩大了市场- 而一些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遇到经营困难! 深层次原因在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相当多的企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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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产品附加值低! 缺乏市场竞争力) 应对金融危机! 必须加快科技创新! 并尽快把技术转化为生产

力! 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将进一步推动企业把创新作为重要发展战略! 促进科

技资源向企业开放! 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向企业转移! 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 调整产品

结构* 改善经营管理和开拓新市场! 为企业渡过难关*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重要支持)

二* 抓住关键环节! 全面推动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 实施这一工程核心是聚焦企业) 要紧紧围绕支持企业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 针对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 在创新主体* 创新要素* 创新机制* 创

新服务四个方面下工夫* 见成效)

第一! 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鲜明导向) 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是党中央* 国务院提

出的战略要求! 是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任务)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具有天然优势) 企业直接面

向市场需求!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有把技术成果转化为利润的天然动力! 有直接洞悉市场

变化的灵敏机制! 有持续支持创新的资金优势) 只有以企业为主体! 才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

通过利益机制整合产学研用的力量! 加快创新体系建设) 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目前! 我国

" 万多家大中型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 #-%(.! 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 我国有 $"%

万户注册企业! 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 $%-+.的企业从未申请过专利)

要牢固树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理念! 把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作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首要

目标) 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需求的主体! 由企业提出技术需求! 决定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 要

推动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建立研发机构!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调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要

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由企业按照市场需要! 主导和组织技术创新活动- 要推动企业成

为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由企业直接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 缩短转化周期) 近年来! 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多次指出要加快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企业) 创新型企业是依靠技术创新获得竞争力

和持续发展的企业! 代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工程! 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带动更多企业走依靠创新谋发展的道路)

第二! 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目前! 创新资源不足是制约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

因素) 必须创造更好的条件! 建立机制! 广开渠道! 把更多的创新要素引向企业) 要引导人才向企业

集聚! 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支持高端人才进入企业! 帮助企业引进海外人才! 打

造高水平创新团队) 有产业化前景和以产品开发为目标的重大专项和科研项目! 要吸收优势企业参

与! 积极鼓励企业牵头! 带动科研人员到企业去) 要普遍提高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素养! 支持企业

开展技术培训! 培养大量创新班组* 技术标兵和岗位能手! 增强员工承接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教育

系统要办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为企业发展培养适用合格人才) 要引导科研资金向企业集

聚! 调整财政科研投资结构! 加大对企业的科研投入) 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比较突

出! 成为影响企业科技创新和发展壮大的瓶颈因素) 要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 加强对企业技术

创新的信贷支持!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鼓励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促进成果转化和初创

期企业快速成长) 要引导技术向企业集聚! 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支持力度! 建立高效的技术转

移机制! 加快先进技术向企业转移扩散! 支持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推动产品升级转型) 要加强科

学管理! 为创新要素的集聚提供保证) 要创新企业管理制度! 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采用先进

的研发管理理念和模式! 使各类创新要素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 建立科研院所* 高校和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产学研用合作关系) 推动产学研用相结合是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从世界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潮

流看! 由企业独立创新到产学研用互动创新! 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普遍趋势和有效形式) 当前! 制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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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主要问题是. 体制机制不健全! 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企业* 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目标导向不一致! 功能趋同! 责任不清! 缺乏利益保障! 合作动力不足) 要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为载体!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链的构建! 围绕产业重大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用长期战略合作! 探索建

立成果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 开展协同攻关! 制定技术标准! 共享知识产权! 联合培养人才) 要积极

引导产学研用各方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形成合作关系! 建立健全信用机制* 责任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

优化产学研用结合的环境! 形成企业提出技术需求* 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服务的良性互动局面) 要鼓

励用户参与合作! 强化需求导向! 建立完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快速转化的畅通渠道)

第四! 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支撑和服务! 是市场经济条

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责) 多年来! 我们投入大量资源! 建立了为数众多的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 企业

技术中心* 科研仪器设备网等科技基础条件设施! 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平台) 但是必须看到! 科技创

新资源分散重复! 开放共享机制尚未形成! 综合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仍很突出! 不适应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必须采取切实措施! 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推动大学* 大院大所* 大型企

业等方面的重要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形成面向企业开放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这项工作一定要突

破! 利益壁垒一定要打破) 现在只有大企业才有条件建立研发机构! 但较难惠及广大中小企业) 中小

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后问题! 自身没有条件建立研发机构! 缺乏购买技术的实力! 对政府提供低成本

技术支持的要求非常迫切) 而目前科技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存在信息不对称* 成本过高* 通道不畅等

问题! 单一企业如果直接与科研单位对接! 就形不成技术需求的规模! 会提高技术应用的成本) 要强

化这方面的公共服务! 以更低的成本* 更快的速度* 更多的数量地向中小企业转移辐射先进技术) 要

加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能力建设! 根据重点产业振兴和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需要! 合理布局! 明确方

向! 不断提高技术供给* 产品设计* 分析检测* 咨询培训等服务水平) 要发挥转制科研院所在行业技

术创新中的骨干引领作用! 选择一批符合条件的转制院所作为产业振兴的技术创新支撑平台! 加强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要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提高服务的专业化* 社会

化* 网络化水平)

三* 加强组织协调! 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提供有力保障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安排! 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要解放思想! 打破框框!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突破部门和行业局限! 加强协同和联动) 六部门制定的

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对国务院 $ 号文件的部署进一步细化! 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任务) 各部

门* 各地区* 各有关方面要提供有力支持! 确保这些任务落到实处)

第一! 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加强领导)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企业受益! 院所受益! 群众受益! 国

家受益) 各级党委* 政府要高度重视! 把这项工程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定的

重要内容! 在全局工作中摆上重要位置! 切实履行职能! 加强组织协调! 加大财政投入! 强化条件保

障) 特别是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工程的实施! 亲自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各地要结合实

际制订具体方案! 明确重点和步骤! 抓好组织实施工作! 使这一工程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第二! 加快政策落实! 营造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要着眼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促进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为落实好科技

规划纲要! 国务院出台了 +# 条配套政策! 有关部门制定了 &# 多个实施细则! 多数与企业技术创新相

关) 这些政策的出台! 经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 凝聚了各方面的心血! 很有力度! 也很不容易) 各部

门* 各地方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共同做好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工作) 尤其对那些企业最关心* 最能得到

实惠的具体政策! 比如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国产首台首套重大装备应

用*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等! 更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落实好) 要加强对政策特别是财政*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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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等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 及时总结经验! 发现问题! 不断完善政策! 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政

策保障)

第三! 加强部门协调! 形成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工程实施的良好局面) 组织实施部门要建立和完善

协调工作机制! 研究重大问题! 协调具体行动) 要争取更多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参与和支持! 形成工作

合力) 企业要抓住机遇! 主动参与到工程实施中来! 切实发挥好主体作用) 高校* 科研院所* 金融机

构* 中介机构和其他组织要发挥优势! 实现资源集成) 要加强舆论宣传! 营造全社会关注技术创新*

支持技术创新* 参与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

同志们!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既是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紧迫要求!

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大任务)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迎

难而上! 扎实工作!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

接新中国成立 +#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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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 年 % 月 "* 日'

同志们.

今天! 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 "##%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主要

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和国家及省关于

高新区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总结我省高新区发展情况! 对推动高新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的工作进行动员与部署) 会议还隆重表彰了 "##% 年度全省推

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省委* 省政府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多次指示要认真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 亲自主持研究修改有关文件! 今天又

亲自出席大会并为全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 会议还印发了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我省高新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刚才! 宋海同志全面总结了我省高新区工作情况! 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和任务! 广州高新区* 东莞

松山湖高新区和佛山市先后介绍了高新区建设经验! 都讲得很好! 我都赞成) 希望全省各地区* 各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 锐意创新! 真抓实干! 努力推动我省高新区发展再上新水平! 为我省

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 "双提升#*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下面! 我讲三点

意见)

一* 我省高新区发展成绩显著! 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自 ($$( 年国务院批准我省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我

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高新区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 大力推进高新区发

展) 经过各地区* 各部门* 各高新区创新创业的大胆探索和拼搏实践! 我省高新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绩!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创业! 成为支撑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

要力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面旗帜) 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高新区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目前! 我省拥有 (+ 个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 其中! 国家级高新区 + 个! 居全国首位) 全省高新区

经济总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 年! 区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 %现价'! 远高于全省

(*-*.的平均增幅-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近 "# 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年

均增长 '&-$.! 上缴税额年均增长 '#-%.! 都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到 "##% 年! 全省高新区以实

际开发面积仅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 实现工业总产值 (# #*# 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 ()+!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 #%" 亿元* 占全省的近 ()'! 出口总额 +,, 亿美元* 占全省的近 ()+) 很多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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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 年! 深圳* 珠海* 东莞* 中山* 惠州市高新区工业增加

值占本市的比重达 ()+ ()') 去年以来!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全省高新区显现出逆势上

扬的强大生命力) 今年上半年! 全省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 "'-,.! 远高于全省 ,-,.的平均水平!

出口更是逆势大幅增长 "&-*.)

%二' 高新区成为集聚高端产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全省高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 初步形成了规模化* 集群化* 高端

化的产业发展态势) 电子信息* 光机电一体化*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四大高新技术产业占全省高新区

工业产值的 %+-".) 广州高新区引进了微软* 456* 英特尔等 (#, 家世界 *## 强企业投资落户! "##%

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达 "(+ 家! 形成了电子信息* 生物* 新材料* 先进制造* 新能源及环保产业* 知

识密集型产业等六大主导产业集群! 以及总部经济* 信息服务* 检测认证* 科技研发* 金融创新* 现

代物流* 创意产业等八大类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深圳高新区作为国家创建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的试点园区! "##% 年产值超亿元企业达 ('+ 家! 其中超百亿元企业 $ 家! 超千亿元企业有 "

家! 形成了国内一流的数字视听* 软件* 医疗器械* 互联网* 新能源* 新材料等产业! 通信产业集群

全球领先) 佛山高新区围绕着重点产业集群! 规划建设了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 液晶产业园* 光

伏产业园* 火炬创新创业园等特色专业园) 东莞高新区的计算机* 机械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也逐步形

成) 同时! 高新区大批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 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

年! 全省高新区人均378达 "( 万元*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 倍多! 每平方公里产出378达 (#-% 亿元*

高于全省 *, 倍多! 工业增加值率 "'-*.! 高于全省 ' 个百分点) 高新区的华为* 中兴* 格力* 比亚

迪* 9:2等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蜚声国内外产业界)

%三' 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主战场

目前! 全省近 *#.的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高新区! *#.以上的企业技术开发机构集中在高新区!

()' 的科技人才汇聚在高新区) 与此同时! 高新区科技创新投入大幅增加! "##% 年研发经费占全省的

,+.! 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 倍多) 这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以企业

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日趋完善) 一方面! 高新区已逐步成为省部产学

研合作和省院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载体) 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科研机构和大

学分别在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等市高新区建立了大型研究院! 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大多数也都是

以高新区内企业牵头组建的) 全省高新区聚集了众多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开放实验室和产业技术检验

检测平台! 建立了 %#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 家生产力促进中心) 落户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的散裂中子

源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全省 + 个国家级高新区和东莞高新区基本形成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科技创

新体系) 另一方面! 高新区已成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盛产地) 我省获得 "中国世界名牌# 产品称号

的 , 家企业有 ' 家在高新区) "##% 年全省高新区专利申请量达 (+ %#( 个! 占全省的近 ()+) 其中华为

的8:9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 中兴的8:9专利申请量居全国前列! 两大企业双双跻身世界通信设备制

造四强) 腾讯跨入全球互联网企业第一方阵) 珠海格力拥有 ( *## 项技术专利! 成为世界最大的家用

空调生产商之一) 比亚迪公司突破了多款整车* 电动汽车以及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 生产

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双模电动汽车) 深圳朗科分别在中国与美国获得闪存盘的全球基础性发明

专利 "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 的授权! 填补了我国在计算机存储领域

"# 年来发明专利的空白) 东莞易事特自主研发的;8<被用于我国神舟载人飞船) 大族* 迈瑞* 威创*

金发科技* 迪森* 明阳* 勤上等一大批企业成长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领军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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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新区成为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创新的试验田

多年来! 我省很多高新区不断解放思想! 勇于开拓创新! 大胆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创新运行

机制和发展模式! 不仅有效改善了园区创新发展环境! 而且为全省深化经济* 科技和政府管理体制改

革提供了新鲜经验) 特别是敢于突破原有体制和政策限制! 率先探索建立了 "小机构* 大服务# 的管

理服务体系! 创造了规划* 建设* 土地* 工商* 税务* 项目审批等 "一站式# 管理和 "一条龙# 服

务模式! 有力地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 高新区还注重探索建立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机制! 形成

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重视人才和技术价值的分配制度! 积极构建起与港澳台和国外科技

产业合作机制) 同时! 高新区在推动形成勇于创新* 敢冒风险* 容忍失败* 自强自信的新型社会文化

等方面引领风气之先! 大胆进行尝试! 积累了有益经验)

我省高新区建设的扎实有效推进! 为我省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排名位居全国第 "* 创新经济效

益和企业创新能力位居全国首位! 为我省经济总量超过亚洲 "四小龙# 中的新加坡* 香港和台湾! 为

我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年来! 我省高新区经历复杂

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克服种种艰难险阻! 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 这是在党中央* 国务

院的正确领导下! 省委* 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特别是凝聚着全省各地区* 各部

门* 各高新区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在此! 我谨代表省委* 省政府! 对所有推动* 关心* 支持我省高新

区改革发展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在迅猛发展的国际科技产业浪潮的冲击和国内外科技园区的强大竞争压

力下! 我省高新区发展还面临许多瓶颈! 目前的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 主要体现在. 高端创新资源缺

乏!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较少! 创新基础能力建设仍然薄弱! 高层次人才不

足- 园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 缺乏产业链高端- 各园区发展水平高低不一- 高新区管理运行机制

不够完善! 公共服务和科技企业孵化能力亟待提升! 投融资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等问题) 尤其是

与国内外先进园区相比! 我省高新区在工业增加值* 盈利能力* 上缴税额* 科技人才比例* 研发投入

等许多关键性衡量指标上仍有较大差距) 我省实力最强的广州高新区* 深圳高新区工业增加值也还落

后于北京* 上海* 无锡等高新区) 全省最大的深圳高新区企业净利润不足北京高新区的 ()+! 人均生

产总值只有南京高新区的 +".) 对这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采取更加有力措施

认真解决)

二* 立足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双提升#! 推动我省高新区发展再上新水平

放眼世界! 高新区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 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坚力量与重要载

体) 美国硅谷* 日本筑波* 台湾新竹* 印度班加罗尔等世界驰名高科技园区都不断显示出强大活力和

竞争力)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高新区的建设! 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 今

年! 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和高新区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省委* 省政府审时

度势! 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经济科技发展规律! 着眼于当前落实 "三促进一保持#* $规划纲要( 和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部署! 着眼于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广东的要求! 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产

业竞争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这是我省继实施 "双转移# 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高新区是

"双提升# 的主战场! 理应承担起引领和支撑全省 "双提升# 的重大历史使命) 对此! 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从重大意义* 战略定位* 总体目标* 政策措施以及组织

保障等方面对立足 "双提升#* 推动高新区加快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切

实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加快高新区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 突

出重点! 狠抓落实! 努力开创高新区发展新局面)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推进我省高新区发展!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党的十七大和省

委十届五次全会的部署!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紧紧围绕提升高新区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的这一主线! 激流勇进! 开拓进取! 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我省自主创新核心区* 现代产业体系

先导区* 国际科技合作承载区* 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 科学发展模式示范区! 为我省促进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 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力争到 "#(" 年! 全省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

"-* 万亿元! 年均增长 "*.以上!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 " 万亿元! 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额比例达 ,.)

到 "#"# 年! 全省高新区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集团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

大原创性产品! 成为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开放型区域创新集群) 为此! 要努力推动高新

区加快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 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向更

加注重培育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变! 从产业发展由大而全* 小而全向集中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主导

产业转变! 从注重硬环境建设向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等软环境建设转变) 具体工作中! 要突出在

"五个强化# 上下功夫.

%一' 强化分类指导! 着力统筹推进园区协调发展

要进一步优化高新区发展思路! 促进各高新区合理布局! 突出产业特色! 推动错位发展! 打造国

内领先* 国际一流* 特色鲜明的高新园区) 一是建成广州* 深圳两家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广州*

深圳高新区要积极赶超硅谷等全球先进园区! 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力争用五年左右

时间建成全国领先的高新区! 用 (# 年左右时间率先跨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 二是创建一批国

家创新型园区) 珠海* 中山* 佛山* 惠州等国家级高新区和东莞高新区要积极创建国家级创新型科技

园区和特色鲜明的自主创新基地!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集群) 东莞* 肇庆* 江门等条

件成熟的高新区要抓住当前国家重启高新区升级工作的有利契机! 积极争先进位! 力争尽快升格为国

家级高新区) 三是打造一批省级特色产业园区) 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高新区要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和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举的方针! 加快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目前还没有高新区的地

市要抓紧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区!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向高新区标准努力! 力争早日认定为省

级高新区! 为所在地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积极作用! 为我省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 强化高端发展! 着力提升高新区产业竞争力

高新区要继续成为我省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引擎! 必须突出抓好创新型高端

产业集群建设) 首先! 提升发展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高新区要着力发展通信设备* 精密制造* 新材

料* 生物医药* 新能源与节能* 软件及集成电路* 资源与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 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向

高端环节发展! 努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 其次! 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 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掌

控关乎全局的战略资源! 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重要战略) 目前! 跻身 "世界创新型国家# 行列的

"# 多个工业化国家! 拥有的发明专利占世界总量的 $$.! 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国际高端竞争的制高

点)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冲击! 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审视我们的战略定位! 不能化

"危# 为 "机#! 就难有机会改变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竞争的格局) 因此! 我们必须立足当前!

谋划长远! 紧跟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前沿! 积极培育新一代通信* 下一代互联网* 新型电子元器

件* 特种功能材料* 可再生清洁能源* 海洋装备* 航空航天等新兴战略产业! 努力缩小与国际高科技

园区的技术差距!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 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重点发展科技服务* 现

代信息服务* 创意产业* 服务外包* 金融服务* 现代物流等高技术服务业! 引导高新区形成先进制造

业与高技术服务业 "双轮# 驱动的新型产业体系)

%三' 强化资源集聚! 着力增强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 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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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和各高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前不久在深圳召开的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精神! 学习深圳经

验! 围绕建设创新型广东的目标任务! 着力抓好关键领域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 积极推

进原始创新!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实现产业技术跨越式发展)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和创新资源要重点向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 支持其开展研发和产业化活动) 支持高新区及区

内企业与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产业技术研发平台* 产学研创新联盟和人才培养基地! 提高产

学研合作层次和水平) 以省院合作为契机! 促进中科院重大项目和创新资源在我省高新区落地生根和

综合集成) 组建全省高新区战略联盟! 建立健全全省高新区协同发展机制) 加强高新区与粤港澳台和

国际科技合作! 实施粤港共同推进高新区建设计划! 引导境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到我省高新区设立

分支机构! 提供各类科技服务) 鼓励高新区制定培养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 培养引进高新区发

展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选择一批高新区建立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积极支持广

州* 深圳高新区建设海内外著名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四' 强化制度创新! 着力完善高新区的体制机制

高新区必须继续发挥改革 "试验田# 的作用! 先行先试! 创新体制机制) 一方面! 对国家级高新

区和符合条件的省级高新区! 省直有关部门和高新区所在市要依法赋予其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关的

行政管理权限)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 高新区所在市有关部门在高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 应将本

部门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分支机构- 市有关部门在高新区未设有分支机构的! 应将行政审批权委托给

高新区管委会! 由高新区管委会代行市级审批权) 鼓励高新区在管理模式上先行先试! 建立科学高效

的新型模式) 另一方面! 要建立高新区新型财政管理体制) 积极推广广州等高新区的先进管理模式!

赋予高新区一级财政管理权限! 收支在市级财政预算中实行单列!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高新区财政收支

预算编制及审批工作) 同时! 要加大高新区对专业管理团队的引进力度! 强化高新区服务职能)

%五' 强化配套建设! 着力优化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

高新区的最大 "魅力# 就是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和优越的创新创业氛围) 要坚持把高新区的

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要完善高新区各项配套设施) 各市要将高新区内道路* 交通* 供

水* 供电* 通讯* 环保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和城乡规

划年度实施计划! 并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 优先施工建设) 要加强高新区公共服务与孵化功能建设)

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保险* 风险投资* 担保机构* 技术交易* 科技信息* 公共检测服务平台等中介服

务机构! 引导其向专业化* 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要开展高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工作) 在条

件成熟的高新区开展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 积极支持和探索在高新区率先建立

商业银行科技支行等服务自主创新的新型金融组织) 建立健全信用担保和风险投资机制! 大力推进高

新区内企业上市- 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争取广州* 深圳等发展较好的高新区进入国家在高新区内

开展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办转让试点)

三* 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 为高新区加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省推进高新区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定! 现在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抓好落实! 确保高新区工作的

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第一! 强化高新区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要建立全省高新区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并切实发挥

统筹协调作用! 研究解决全省高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要形成 "上下联动! 左右配合# 机制! 与

部* 省* 市* 区形成四级联动) 省科技厅要发挥牵头负责的作用! 加强与省直各有关部门* 各个地区

的协调沟通工作! 促进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 共同为高新区建设发展提供优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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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各高新区所在地市委* 市政府每年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解决高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

关键问题) 高新区党委或管委会主要领导应由所在市党政领导成员担任! 各高新区所在市科技行政部

门主要领导要兼任高新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 认真落实国家和省推进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最近! 科技部专门制定了 $关于发挥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众多指导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意

见) 省委* 省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印发的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也针对制约我

省高新区发展的关键问题! 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措施) 各高新区所在地的市委* 市政府要进一步制订相

关配套政策措施! 细化和落实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 如在加强高新区土地的集约利用方面! 省直有关

部门和有关地市要加强协调! 积极落实鼓励各地采取土地置换* 土地使用权调整* 改变土地用途等方

式盘活用地和各项政策措施! 优先安排高新区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生产* 高附加值的项目) 积极推动

发展较好的高新区结合实际情况! 加快高新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估工作! 按国家和省有关原则及程

序申请适当扩区)

第三! 完善高新区投入保障机制)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高新区的科技投入力度! 推动高新区提升产

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省政府决定! 设立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引导资金! 从 "#(# 年起!

三年内省财政共安排 * 亿元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高新区研发与引进产业高端项目* 孵化自主知识

产权项目* 加速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 培育发展新型平板显示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各地年初预算编

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 要体现对高新区的适度倾斜) 要重点发挥资本市场对高新区建设发展的

带动作用! 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 形成互动融合* 互动发展的机制! 形成多元化* 多层次的自主创新

投融资体系) 鼓励高新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筹集更多建设发展资金! 谋求更快更好发展)

第四! 加强高新区的考评工作) 强化高新区建设发展的绩效考核) 要把高新区的发展列入地方党

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省科技厅* 统计局等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高新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

统计方法! 体现分类指导原则! 给各高新区设立不同的目标) 重点要研究完善包括产业集聚度* 研发

投入* 研发机构* 知识产权* 政府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省科技厅要牵头组织对高

新区进行定期考核! 并在联席会议上公布考核结果! 对完成所定目标的先进高新区给予表彰奖励! 对

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高新区给予必要警告! 直至按有关程序摘牌) 省科技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研

究出台具体的考核办法)

同志们! 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新区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振奋精神! 锐意创新! 扎实工作! 努力推动我省高

新区再上新水平! 为我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做出积极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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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副省长宋海

%"##$ 年 % 月 "* 日'

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 现在我就全省高新区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初步安排作一个简要报告)

一* 我省推动高新区建设发展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我省高新区萌芽于 "# 世纪 %# 年代中期! 正式创建于 ($$( 年) 目前! 全省共有 (+ 个国家级和省

级高新区! 其中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 + 个! 是拥有国家级高新区最多的省份) 近 (# 年

来! 全省高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 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特别

是去年以来! 全省高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有力支撑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 今年上半年! (+ 个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 (("-(, 亿元! 同比增长 "'-,.! 增加值率从 "##% 年

的 "'-(.上升至 "'-*.! 净利润同比增长 (&-$.- 出口额 "%(-+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与全省

出口总额大幅下降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惠州等 + 个国家级高新区对

当地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 (*-*.* '(-+.* (#-#.* ""-*.和 "#-%.! 成为提升当

地产业竞争力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东莞高新区 %含新规划区' 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更

加突出! 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 "*-+.) 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 高新区成为 "双转移# 战略重要的

承载地和带动当地经济起飞的增长极) 如河源市高新区建区仅 & 年! 经济规模已占全市的 ()') 此外!

在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的示范带动下! 全省其他各类科技园区! 如大学科技园* 民营科技园* 创意产业

园*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等也蓬勃发展起来! 成为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 这些成绩的

取得! 是历届省委* 省政府正确决策部署的结果! 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多年来! 我省采取了

一系列推动高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要举措!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 建立健全高新区政策法规体系! 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我省先后出台了多个促进高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政策文件) ($$" 年出台 $广东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 ($$$ 年印发 $广东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

产业带建设方案的通知(! "##" 年出台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 这次省委* 省政府

又专门出台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这是迄今我省规格层次最高* 投入力度最

大的高新区扶持政策! 对高新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外! 省有关部门及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

了一批高新区配套政策措施! 有力推动了高新区的建设发展)

%二' 组织实施重大创新项目! 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我省充分利用高新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和高度集聚的创新资源优势! 组织实施重大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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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一大批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 近年来! 我省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 省部产学研结合和粤港关

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合招投标项目! *#.以上都由高新区内的企业承担! 并先后在 '3移动通讯* 数字

电视* 计算机存储* 新能源汽车* 基因药物等领域获得了国际一流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性发明专利)

"##%年! 全省高新区申请专利 (+ %#( 项! 占全省企业专利申请量的 '*.) 全国专利申请 (# 强企业的

前 * 位都是深圳高新区的企业) 同时! 我省以高新区为载体! 大力推动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化) 中国

科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院所纷纷到广东的高新区建立成果转化基

地! 推动了数字电视* 基因药物等大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 全省高新区普遍建立了科技企业孵化

器* 加速器和产业化基地! 培养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 如深圳华为* 中兴* 比亚

迪* 迈瑞* 珠海格力* 广州迪森* 金发科技* 东莞勤上* 中山明阳等) "##% 年! 根据国家的新标准!

全省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 %'( 家! 其中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达 $(" 家! 占全省的一半)

%三'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高新区大力建设产业公共创新平台和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成为全省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目前已在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数字媒体* 精密制造* 电子信息等领域! 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建立

了上百家高水平产业公共创新平台) 高新区内的企业也纷纷建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博士后工作

站等技术开发机构) 全省一半以上的企业技术开发机构都集中在高新区) 至 "##% 年! + 个国家级高新

区的企业共建立 ' '#( 个技术开发机构! 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总数的 *'.) 同时! 各

高新区积极扶持科技投融资* 科技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 人才培训等中介机构的发展! 为高新区自主

创新和招商引资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 如中山高新区从 ($$" 年就开始建立中山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先后建成一个综合孵化器和五个专业化孵化器! 集聚了一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深圳高新区

大力构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引进了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 比利时布鲁塞尔区企业促进署* 匈牙利

创新与技术中心等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家境外科技服务机构入驻)

%四' 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着力打造高层次人才高地

我省高新区大力引进海内外人才! 建立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广州* 深圳高新区已被批准为

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到 "##% 年年底! 我省高新区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 万人! 近

(# 年年均递增 "#.以上! 其中科技活动人员超过 "# 万人! 全省 ()' 以上的科技人才集聚在高新区)

广州高新区通过 "留交会# 等渠道累计引进约 & ### 名留学科技人员回国创业) 自去年 $ 月以来! 广

州高新区利用国际金融风暴带来的机会! 主动出击! 从美国* 英国* 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引进 +* 个

海外留学科技人才团队) 深圳高新区依托 "虚拟大学园# 引进海内外 *" 所著名大学! 已累计培养*

培训各类人员 $-* 万多人! 其中博士后 ** 人! 博士研究生 ( (## 多人! 硕士研究生 "-* 万多人)

%五'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积极实施国际化和 "双转移# 战略

多年来! 高新区积极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主动承接国际中高端产业转移! 引进一大批科技含量

高* 附加值高* 环境友好型的产业高端项目) 目前! 456* 微软* 英特尔* 西门子* 拜耳* 索尼等国

际著名高科技企业都在广东的高新区内建立了生产基地甚至研发机构) 同时! 高新区也成为了我省企

业国际化经营的策源地和桥头堡) 一大批在高新区发展壮大了的企业! 带头走出国门! 迈向世界) 如

深圳高新区先后被授予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亚太经合组织开放园区# 等称号! 先后协

助 *" 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公司或研发机构! 促成中兴通讯在法国维埃纳省投资 "# 亿元人民币建设研发

中心) 在省委* 省政府大力实施 "双转移# 战略过程中! 高新区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 珠三角

高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大批制造业项目) 如中山和阳江合作建设中

山火炬高新区阳西产业转移园! 不但把项目资金转过去! 还把高新区成熟的管理模式带过去) 肇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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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等 * 个省级高新区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 成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六' 大胆创新体制机制! 探索科学发展新模式

多年来! 我省高新区在科技* 经济* 文化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体制改革试验田的作用)

高新区率先打破科技经济 "两张皮# 体制障碍! 成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的区域! 有效促进了区

域创新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融合) 率先推行科技人员技术入股* 股权期权激励和技术产权交易等新

制度! 大大激发了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营造了尊重人才* 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全省各高新

区结合实际! 探索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园区管理体制和模式) 如广州* 珠海等高新区采取 "区政合一#

的管理模式! 实现了 "一个窗口# "一条龙# 服务功能! 提高了工作效率) 深圳高新区形成了服务

型* 开放式的管理模式! 建立了决策* 管理* 服务三级管理体制) 中山火炬高新区坚持 "政企分开#

的原则! 采取 "公司化# 的管理模式! 协同发挥政府统筹和市场调节的作用) 同时! 高新区在统筹城

乡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 深化粤港澳台科技和产业合作等方面! 都为全省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 下一步推动我省高新区工作的初步思路

实践表明! 建设高新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使我省能够紧跟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 为全省优化

产业结构* 提升国际竞争力找到了一个战略支点) 然而!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认识到! 我省高

新区发展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一是各园区发展不均衡) 全省 (+ 个高新区! 发展有快有慢! 水平有

高有低! 差距明显) 广州* 深圳等珠三角高新区主要面临 "二次创业#* 开拓发展空间* 提升发展层

次的问题! 而东西北地区的一些高新区最大的问题是招商引资困难! 还没有完成 "一次创业#) 二是

园区产业特色不明显) 各园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严重! 没有根据资源禀赋形成区域的分工与合

作) 不少园区定位不清晰! 引进的项目仍然比较粗放! 高端项目少! 产业层次低! 产业链条不配套!

难以培育形成自已的特色优势产业)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部分园区把招商引资作为单一生命线!

对科技创新平台和企业孵化器等建设重视不够! 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不紧密! 高素质人才缺乏! 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规模有待扩大* 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四是园区体制机制活力渐失) 不少园区创建初

期那种扁平机构* 灵活机制* 浓厚的创新创业意识等优势有所丧失! 部分高新区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

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行政管理权限* 一级财政权限等关键制度没有落实到位) 上述这些因素不同

程度地制约了我省高新区的发展! 使我省高新区与国内外先进园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许多关键

性的衡量指标不仅落后于美国硅谷* 印度班加罗尔* 台湾新竹等世界先进园区! 而且落后于京沪等地

的国内先进园区)

今后! 全省高新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按照 "三促进一保持# 的要求! 大力实施 "双提升#

战略!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全省自主创新核心区*

现代产业体系先导区* 国际科技合作承载区* 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 科学发展模式示范区) 力争到

"#(" 年! 全省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到 "-* 万亿元! 年均增长 "*.以上!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 万亿

元! 研究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额比例达到 ,.!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成为亚太地区

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 孵化和产业化基地) 到 "#"# 年! 全省高新区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创新型企业集团和重大原创性产品! 发展成为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开放型区域创新

集群)

为实现上述目标! 下一步我们初步考虑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落实好高新区各项扶持政策) 围绕这次会议印发的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以及前不久科技部 $关于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方针政策! 我们将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市* 各有关部门及各高新区结合实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际! 抓紧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 推动各园区加快建设步伐) 重点抓住国家扶持高新区发

展的政策机遇! 组织东莞* 肇庆等条件比较成熟的省级高新区! 积极争取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 加紧

研究制定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引导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式和管理办法) 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

引导和放大效应! 对重大创新项目给予重点扶持) 指导各地市和高新区科学安排* 规范使用省高新区

发展引导资金! 加大配套投入力度) 加快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 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

二是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新区的规划引导) 抓紧制定全省高新区发展规划! 引导各高新区明确产业

定位和发展重点) 支持各市组织编制高新区专项发展规划! 统筹兼顾大学科技园* 民营科技园等其他

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 引导珠三角地区高新区与东西北地区高新区及产业转移园建立对口合作的长效

机制! 协同推进 "双提升# 和 "双转移# 战略) 以高新区为主要载体! 加强粤港澳台科技合作) 在

惠州等高新区开展 "粤港共同推进高新区建设# 试点工作! 充分利用香港的创新资源和科技服务能

力! 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 人才培训* 知识产权等配套服务)

三是进一步抓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支持各高新区围绕产业发展目标! 制定重点产业技

术路线图) 加强产学研合作!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工程) 在电子信息* 精密制造*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 环保等关键领域! 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以高新区为主

要载体! 加强省部产学研合作和省院全面战略合作! 鼓励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 引导全国的高校* 科

研院所向高新区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 到高新区设立国家工程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平台! 增

强为企业创新服务的能力) 在高新区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扶持计划! 引导企业加大自主创

新投入力度! 扶持一批科技型企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加强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体系

建设) 大力支持工业设计* 管理咨询* 技术产权交易* 科技信息等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 支持

孵化器引入创业导师模式! 提升服务质量! 帮助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创业)

四是进一步深化高新区体制机制创新) 继续发挥高新区体制改革 "试验田# 的作用! 不断探索符

合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内在要求的新模式和新经验) 省直有关部门及高新区所在市人民政府要把高新

区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区域! 落实赋予高新区行政管理自主权和体制改革试点权! 不断建立健全高新

区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 加快研究制定高新区评价考核办法和指标体系!

进一步完善高新区考核工作) 对国家级高新区重点考核自主创新水平* 辐射带动作用* 国际竞争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省级高新区重点考核高端产业集聚水平* 产业发展速度* 创新环境建设等! 同

时对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五是进一步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落实好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

依托高新区内科技人才基地* 留学生创业园* 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 吸引更多科技领军人物和创

新型企业家落户) 继续办好 "留交会#! 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人才流动机遇! 加大对海外科技人

才的引进力度) 加强高新区高技能人才培训工作! 鼓励企业建立技能带头人制度! 与各类职业院校共

同培养高技能人才! 并建立相应激励机制) 加强高新区管理团队自身建设! 引进培养一批科技* 金

融* 法律* 国际商务等专业的高素质管理人才)

同志们! 加快高新区建设发展意义重大! 任务光荣而艰巨) 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要在省委* 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团结拼搏* 开拓创新! 努力推动我省高新区建设发展再

上新水平! 为全省实施 "双提升# 战略! 推进 "三促进一保持# 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

争当实践科学发展排头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综!!!述



书书书

在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李兴华

"!""% 年 && 月 !' 日#

各位嘉宾& 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通过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这一平台) 向大家通报今年以来省科技厅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 的情况* 我的介绍分三部分' 一是 !规划纲要$ 对科技和自主创新工作提出的目标和任

务+ 二是落实 !规划纲要$ 科技和自主创新任务的有关工作措施+ 三是实施 !规划纲要$ 科技和自

主创新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 !规划纲要$ 对科技和自主创新工作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和自主创新工作) 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

维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攻方向之一)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长期任务*

省委& 省政府在 !规划纲要$ 的调研和制定过程中) 就充分吸纳了全省科技大会发布的 !广东自

主创新规划纲要$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 的主要内容* 因此) !规划纲要$ 中有关科技

和自主创新工作的内容非常丰富) 目标明确) 措施具体) 可概括为 ,打造一个区域& 一个中心& 一个

基地) 实现四大目标) 推动五项工作-'

"一# 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 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 这是珠三角地

区自主创新的战略定位

"二# 实现自主创新的四大目标

一是培育创新型企业方面的量化指标' !规划纲要$ 提出) 到 !"!" 年) 重点支持打造 '" 家国家

级和 &" 家世界领先的创新型龙头企业*

二是重大创新平台方面的量化指标' !规划纲要$ 提出) 到 !"&! 年) 建成具有现代运行管理机制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 工程实验室等 &"" 家创新平台*

三是推动省部产学研合作方面的量化指标' !规划纲要$ 提出) 要组建 &"" 个左右省部产学研技

术创新联盟*

四是研发投入方面的量化指标' !规划纲要$ 提出) 到 !"&! 年) 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 研发人员总量达 !# 万人左右*

"三# 推动五项重点工作

一是推进核心技术的创新和转化* 实施自主创新重大专项) 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掌握行业核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心和共性技术! 加强成果转化基地* 产业化基地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构建技术转移平台! 促进

创新成果转化)

二是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建立完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体系! 全面落实自主创

新优惠政策) 支持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和人才培育机构! 培育创新型企业) 加强行业公共技术平台

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三是构建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 加强粤港澳区域科技合作与国际合作! 形成广州&深圳&香港

为主轴的区域创新布局! 构建开放融合* 布局合理* 支撑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四是深化国家与地方创新联动机制) 开展省部产学研合作* 推进中科院与广东省自主创新战略合

作! 推动国家有关部门与广东省联合开展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促进国家与地方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

综合集成)

五是加强自主创新环境建设) 加强自主创新投入* 知识产权保护* 人才等支撑体系建设! 形成要

素完备* 支撑有力* 开放包容的自主创新环境)

在此基础上! 省委* 省政府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规定由我厅牵头负责监测落实 ' 项主要指标!

包括年销售收入达千亿元的跨国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 研究经费支出占生

产总值比重- 由我厅牵头及参与起草 ' 项自主创新配套政策法规! 包括 $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条例(

$自主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由我厅牵头负责实施华

南新药创制中心等 & 项重大项目)

二* 我厅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 的工作措施

根据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我厅紧紧围绕 "抓落实# 这一主线! 加强省部和省市科技联动!

采取有力措施推进 $规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

%一' 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制度保障

今年以来! 省委* 省政府先后在深圳召开全省推动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 在广州召开全省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 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对全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自主创新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推

进) 我厅联合珠三角地区各市科技局专门成立了 $规划纲要(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具体指导 $实

施方案( 的组织实施! 研究* 协调* 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在制度建设上! 我们着力做到 "三

统一* 三全程#! 即在统筹全局方面! 坚持统一思想* 统一领导* 统一部署- 在推动具体工作方面!

坚持全程跟踪* 全程检查* 全程评估! 有力推动 $规划纲要( 的实施)

%二' 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分工

以 $规划纲要( 和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0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 %"##%&"#"# 年'1 的决定( 为指导! 我厅在全面领会文件精神! 及时把握规划要义的基础

上! 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的总体设计* 工作衔接和任务分解) 制定 $规划纲要( 科技与自主创新专

项实施方案! 对 $规划纲要( 和 $决定( 中关于科技工作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进行分解! 形成 % 大类别

共 ,' 项任务* %# 项重点项目! 提出了珠三角 $ 市的自主创新专项任务及职责! 明确了各市在珠三角

自主创新格局中的功能定位与重点任务! 并制定了各项工作的考核指标和实施进度! 明确了责任部

门! 做到任务逐项分解! 责任分工明确! 实施进度清晰可查)

%三' 加强宣传发动! 营造良好氛围

我厅邀请政策水平高* 理论功底好的专家学者! 抽调业务处室负责同志! 组织成立了 $规划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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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专题宣讲团! 由厅领导带队分赴珠三角各地展开巡回宣讲! 重点解读 $规划纲要( 的相关内容!

并对落实工作的相关配套政策进行专题辅导) 同时! 充分利用网络* 电视* 电台* 报纸等新闻传媒!

向社会各界宣传报道我厅落实工作的主要进展和工作安排! 形成推动自主创新的共识与强大合力! 为

全面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 实施 $规划纲要( 取得的主要成效

今年以来! 全省科技管理部门全面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 同心同德! 攻坚克难! 取得一系列新

进展* 新突破和新成效! 为我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引领) 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七个方面的主要成效.

%一' 全省自主创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一是区域创新能力继续名列国内前茅) 据科技部今年公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广东的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 ") 其中! 创新的经济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等分指标位居全国首位)

二是原始创新能力建设获重大突破) 今年我省共获得国家 "$&'# 计划 %含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 首席科学家项目 (( 项! 等于此前 (( 年的总和! 约占全国总数的 ()(#! 在全国的排名从以前的 (#

名之后跃升到第 ' 名! 标志着我省重大基础研究和原创创新能力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有效弥补了我

省自主创新的传统 "短板#)

三是一批国家级高水平创新平台落户广东) 华南新药创制中心获国家批准组建 "华南综合性新药

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 成功跻身国家生物医药重大创制平台行列) 华南理工大学 "国家组织功能重

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航空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农科院组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已通过科技部论证! 预计年内可获准立项! 届时全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总数将达到 "#

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将达到 $ 家! 基本完成 $规划纲要( 的年度分解指标)

%二' 科技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省经济复苏回暖的领头羊) 今年 (&$ 月!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可达

(-$万亿元! 同比增长 ((-%.! 占工业总产值的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 亿美元! 出口额继续

居全国首位! 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全省高新区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 (+ 家国家和省级高新区工业总产值 % ((( 亿元! 同比增长 ($-&.! 工业增加值增长 '#-+ .! 成

为引领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二是新兴战略产业加快发展)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扩大投资* 拉动内需的部署! 大力实施绿色照明

等创新工程! 发展壮大2=7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深入实施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 重大科技专

项! 自 "##% 年实施以来已累计节能 '%-$# 万吨标准煤* 减排 :>7'-%" 万吨* <>

"

& +'# 吨* :>

"

(##-%& 万吨! 节能减排效果相当明显! 带动环保* 生物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组织实施 "千里十万#

大功率2=7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程! 积极在东莞* 佛山* 中山* 肇庆* 河源* 江门等市建设 ( *##

公里左右! 规模约 (# 万盏的2=7路灯示范推广工程! 重点突破制约我省2=7照明产业发展的重大技

术瓶颈并实现产业化! 带动2=7产业发展壮大) 我省2=7照明产品在天安门广场成功应用! 为新中

国成立 +# 周年大庆增添光彩! 深圳* 东莞被科技部列入首批 "十城万盏# 半导体照明试点城市)

三是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技术市场登记技术合同数 $ +#$ 项! 实现合同成

交金额 (%# 亿元! 同比增长了 (+#.! 技术市场日趋活跃! 规模位居全国第 ' 位) 截至目前! 全省共

有科技服务机构 ' *%" 家! 其中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 * 家! 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 家! 科

技服务机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 月 $ 日! 华南 %国际' 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科技型中小企业非公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开股权柜台交易市场# 在深圳正式挂牌! 标志着构建华南地区统一的初级资本市场平台迈出关键性

一步)

%三' 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一是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建设稳步推进) 软件工业化产学研创新联盟* 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学研创

新联盟* 集成电路技术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 先进电池与材料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相继成立) 截至目

前! 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总数已达 '( 个! 成员共 '"+ 家! 突破了一大批关键共性技术)

二是 "百校千人万企# 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成效明显) 今年共选派国内 (## 所左右重点高校* 科

研院所的 " ### 多名专家教授入驻我省企业! 辐射带动 ( 万家以上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带动 ( 万名左

右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 这一创举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我厅也被科技部等 % 部委联合授予 "全国

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 光荣称号)

三是省院合作开局良好) 制定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 今年

共安排省院合作项目 (%% 项! 投入专项经费 ( 亿元! 引导中科院系统 %, 个单位与我省 *## 多家单位开

展省院合作) 目前! 中科院内第一个镇级创新工作站顺德工作站挂牌成立! 中科院与广东联合开展未

来 * ?(# 年重大技术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散裂中子源项目# "重离子治癌# "纳米绿色打印技术#

"超级计算# "云计算# "龙芯# 等重大项目亦在协调推进中) "##$ 年! 我省产学研合作已吸引全国高

校达 "## 所! 企业 , ### 多家! 合作项目 +&" 项! 累计实现产值 & ### 多亿元! 新增利税近千亿元! 产

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产学研合作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模式)

%四' 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今年 (&$ 月! 全省专利申请和授权量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 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双双位居全

国第 () 在专利申请方面! 前三季度我省专利申请受理 %, ,"% 件! 同比增长 (&-(.!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排名全国第 (! 同比增长 $-#.) 企业专利申请快速增长! 同比增长近 "#.- 企业专利比重

继续上升! 达到 ,%-#.! 比 "##% 年提升了 (-% 个百分点) 在专利授权方面!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专利

授权 ** %+( 件! 同比增长 "(-$.-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同比增长达 +*-%.! 达到 % "'' 件! 位居全国

第 () 全省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家! 总数位居全国第 "- 全省累计认定自主创新试点企业

(%& 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 &% 家! 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 "+ 个! 国家创新型企业 (' 个! 数量位居全国

第 ()

%五' 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日益完善

一是制定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细则) 出台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试行办法( $广东省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意见(! 对国家和省相关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细节作出明确规定! 基本

消除了政策障碍和技术障碍! 增强了落实政策的可操作性) 根据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

层次人才的意见( %粤发 2"##%3 (* 号' 精神! 省科技厅会同省委组织部制订了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

科研团队管理办法! 制定了 $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 创新和科研团队管理暂行办法( 和 $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评审办法(! 属世界一流创新科研团队将获得省财政给予的 % ### 万元至 ( 亿元专项工作经费)

今年 (( 月! 广东已启动第一批引进世界一流创新科研团队* 领军人才申报工作)

二是自主创新政策的激励效应十分显著) 目前! 全省已有 ( ### 余家企业享受到了研究开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 加计扣除额度超过 '& 亿元! 相当于为企业增加研究开发经费近 (# 亿元! 不但大大降

低企业负担! 提高企业应对危机能力! 而且有效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创新能力) 今年 & 月!

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 省经贸委* 省财政厅* 省知识产权局* 省质监局等六部门组织认定了 "京信通

信公司 '3移动通信直放站# 等 ('# 项产品为 ""##$ 年广东省第一批自主创新产品#! 其中 (($ 项产

*'综!!!述



品被列入 "##$ 年第一期 $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清单(! 为自主创新产品享受政府采购优惠政

策提供了依据)

三是自主创新立法工作进展顺利) 启动 $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 立法准备工作! 已经列入了

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一类项目! 正在争取列入我省 "#(# 年立法工作计划)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

理条例( 列入 "##$ 年省人大立法项目! 草案及起草说明已上报省政府)

四是出台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对科研机构分类定位* 组建若干主体科研机构和改

革的配套措施等核心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并以优势科研院所为基础! 组建工业* 农业* 社会发展* 现

代服务业领域主体科研机构) 目前! 工业* 农业领域主体科研机构建设已形成了具体方案! 即将进入

实施阶段)

%六' 科技与金融结合取得新进展

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合作建立的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 运作良好)

截至目前! 先后受理和评审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项目 "%' 个! 择优向银行推荐科技项目 (%# 个! 其中

'( 个项目获国开行广东省分行贷款金额 &-(" 亿元! 省科技厅累计拨付风险准备金 ' *+# 万元! 帮助贷

款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 亿元! 新增税收 & ### 万元! 新增就业岗位 % $## 个) 正式启动珠海* 东莞和

中山的科技金融试点市工作) 省市联合设立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 * ### 万元! 支持试点市选择的合作

银行提供至少 "# 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额度! 引导试点城市积极探索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全面结

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科技与金融结合已进入省市联动! 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科技金融合作规模不断

壮大) 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2=7照明等节能减排领域开展

合作) 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开展科技信用保险试点) 截至目前! 与省科技厅签署合作

协议的银行已达 ' 家! 授信额度共计 "%# 亿元)

各位来宾! 媒体朋友们! 过去近一年来! 省科技厅落实 $规划纲要( 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获得

预期成效) 成绩来之不易! 这离不开省委* 省政府的重视支持! 离不开全省广大科技人员的团结拼

搏! 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帮助) 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 科技工作责任重大! 任重道远! 与

$规划纲要( 的目标和任务相比! 与建设创新型广东的崇高使命相比! 我们的工作存在不小的差距!

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

锐意创新! 先行先试! 加快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和区域创新体系! 推动珠三角地区实现自主创新能

力和产业竞争力的 "双提升#! 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 打造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

转化基地)

谢谢大家)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专!论

广东东西北地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 %节选'

%"##$ 年 (( 月'

第一部分!广东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环境与趋势分析

一* 东西北地区科技资源现状

按照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珠三角地区是指广州* 深圳* 珠

海* 佛山* 江门* 东莞* 中山* 惠州和肇庆市- 东西北地区是指广东省 "( 个地级市中除珠三角之外

的 (" 个地区! 分别是韶关* 湛江* 茂名* 阳江* 梅州* 揭阳* 汕头* 汕尾* 潮州* 河源* 云浮和清

远) "十一五# 期间! 东西北地区科技资源总量持续增加! 结构明显改善) 但是! 相对珠三角地区!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一' 科技人才总量相对较少! 人才结构存在一定差距

与珠三角地区比较! 东西北地区科技人才数量少! 结构欠佳) 在东西北地区内部! 科技人才的配

置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汕头* 韶关* 潮州和梅州等地! 每万人中的科技活动人员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汕尾* 清远* 云浮* 湛江等地科技人力资源极其不足)

%二' 科技平台数量少! 缺乏优质科技资源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主要位于广州)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没有一家位于东西北地区! 省属

重点实验室也是如此- "+ 个农业类重点实验室也全部位于珠三角地区) 东西北地区的科研机构主要分

布在汕头和韶关! 清远* 潮州* 汕尾* 阳江和云浮等地科技平台严重不足)

%三'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投入少! 企业尚未成为创新主体

全省科技经费* @A7经费* 新产品开发经费 $#.以上集中在珠三角)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经费*

@A7经费* 新产品开发经费只占全省的 +. &.) 全省约 $*.的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仅占 *.)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经费投入主要依靠政府! 比重高达 +'-('.) 东西北

地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政府仍然承担着主要作用! 而民间资本在参与科研方面的作用还比较

弱) 东西北地区科研机构的政府色彩浓厚! 市场意识相对淡薄! 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四' 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小! 内部差异较大

在东西北地区内部! 高新区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工业增加值为例! 就东

西北地区内部而言! 汕头* 云浮和潮州 ' 个地区高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 而梅州* 茂名等

地区! 高新区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作用)

&'综!!!述



二* 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科技进步环境差

东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 对科技的重

要性缺乏充分认识! 企业在信息获得* 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等方面! 面临诸多困难) 这些问题是东西

北地区历史问题的积累! 会因路径依赖而对未来科技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 科技投入不足

东西北地区公共财政与经济财政的压力很大! 科技投入不足) 科技人员在极化效应作用下! 流失

到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三' 科技行政效率不高

地级市科技行政部门经费紧张! "吃饭财政# 问题相对突出- 县区科技行政部门功能弱化! 基本

上是 "收发室#)

%四' 科技产出水平待提高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成果显示度不高! 缺乏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 拥有的专利数量少! 且以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 基础性* 原创性成果的缺乏! 制约了东西北地区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五' 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难度大

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知识型服务业增长值占378的比例* 新产品销售收

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等方面看! 东西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水平不及珠三角的 "#.)

三* 新形势下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发展

"十二五# 期间! 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发展优势和困难同在! 机遇与挑战并存! 但优势多于困难!

机遇大于挑战)

%一' 挑战与困难

"十二五# 期间! 世界经济将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科学技术将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还在继续拉大! 随着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 年'( 的实施! 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的差距在短期内收窄的可能性较小) 东西北地区科技资源

少* 配置结构待优化! 科技意识不强! 科技投入水平较低! 科技产出效率较低!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有限! 这些困难有待在 "十二五# 期间解决)

%二' 机遇与优势

(B机遇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国的时空距离! 先进科技外溢的时间缩短! 这使得后发地区能

够克服困难! 跨越式地发展科技事业)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的实

施! 也为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 将极大地促进东西北地区的科

技承接能力- 粤东* 粤西地区石化* 钢铁* 船舶制造* 能源生产基地的建设以及粤北地区先进制造业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配套基地的培育! 为东西北地区重大科技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更高要求)

"双转移# 的深入推进也是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的重大机遇) 产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将促进东西北

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其科技发展水平) 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一些研发机构* 技术人才也会相应

流入到东西北地区! 使该地区的科技供给能力提高) 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的双重作用! 将会对东西北

地区的科技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B优势

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相对滞后! 但也有特色和优势) 东西北地区依托石化* 能源和钢铁建立的科

技资源和科技平台! 是该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和基础) 东西北地区的生态良好! 自然资源丰

富! 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高! 对环境要求高的产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有助于生物制药* 新能源* 新

材料等产业的发展! 推进东西北绿色产业优势的发挥)

四* 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与环境

%一' 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B现有优势产业

本文从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各市工业总产值比重* 区位商! 分析东西北地区各市现有的绝对优势

产业和相对优势产业) 从绝对值来看! 粤东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通信设

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居于前列- 粤西的金属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石油加工* 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占比较大- 粤北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及金属制品业是主导产业)

但从全省的相对优势而言! 结果有所不同) 粤东的其他矿采选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木材加工

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和纺织业在全省具有比较优势- 粤西的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

制品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具有显著优势- 粤北的废弃资源和废

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烟草制品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优势明显)

"B产业转移带来的重大项目

产业转移可能迅速改变东西北地区产业布局)

%(' 粤东

"##+ 年! 广东出台 $粤东地区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规划(! 在粤东规划建设重点项目 '$# 项! 规

划总投资 " &## 亿元) 粤东地区的能源与化工产业集中在汕潮揭沿海化工基地! 包括. 汕头聚苯乙烯

基地* 潮州华丰石化基地* 揭阳中石油 * ### 万吨炼油及百万吨乙烯的世界超大型炼化项目* 揭阳中

海油203接收站等) 粤东的大项目还包括惠来电厂* 乌屿核电* 203接收站* 华润* 国电* 中电投

等! 电力能源* 装备制造等重化产业发展迅速)

%"' 粤西

能源. 阳江核电项目* 广东华厦阳西电厂* 阳春抽水蓄能电站* 海陵风电* 阳东风电* 阳西风电

等项目正在建设- 茂名粤电 " C(## 万千瓦博贺电厂* 茂名热电厂 & 号机组* 油页岩矿电联营以及信宜

中坳风电项目已经启动- 湛江农林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热电联产项目 %一期建设装机容量为两台 *#

兆瓦发电机'! 徐闻的风力发电项目* 大唐国际雷州发电厂项目也获得批准)

钢铁. 湛江千万吨钢铁项目首期投资 +$& 亿元! 另外! 为钢铁生产提供原材料的 *## 万吨氧化球

团项目也即将建成投产)

石化. 茂名推进 " ### 万吨炼油改扩建* 煤制氢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力争建成以 ' ### 万吨)年原

油加工能力* "##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 万吨)年芳烃为龙头的石化工业基地- 茂名石化 +# 万

吨)年8D* 江苏盛虹集团 $# 万吨)年89E等项目建设前期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 湛江方面! 投资 "'-*

$'综!!!述



亿元的东兴 *## 万吨炼油配套项目建成投产- 总投资达 +## 多亿元* 年炼油能力 ( *## 万吨的中科炼

化项目已落户湛江- 中海油 '## 万吨沥青项目也将落户广州 %湛江东海岛' 产业转移工业园)

%'' 粤北

力争成为珠三角的配套产业基地) 河源近年提出打造 "世界手机生产基地#! 韶关和梅州则瞄准

了广州庞大的汽车产业)

%二' 石化* 钢铁* 能源等产业的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B产业链和区域分布

%(' 石化产业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石化产业下游精细化工* 高分子材料及其应用产业初具规模) 东西北地区石化产业下游已经形成

新材料产业群 %高分子材料'! 婚纱等纺织服装产业群 %化学纤维'! 印刷* 包装材料产业群 %油墨*

高分子材料'! 建筑材料产业群 %塑料* 涂料* 粘合剂'! 玩具产业群 %塑料* 橡胶* 油墨' 和电子

行业产业群 %高分子封装材料* 高分子塑料外壳与线路板' 等若干特色产业群)

随着 "双转移# 战略的实施! 东西北地区通过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来不断延长石化产业链) 其

中! 珠三角地区的石油化工主要由粤东* 粤西地区承接! 塑料制品及化纤由粤西地区承接! 精细化工

由粤北地区承接)

粤东的石化产业主要集中在汕潮揭沿海化工基地) 汕头以实施大型苯乙烯项目为切入点! 推动现

有的8<* =8<扩产! 建设聚苯乙烯* E5<* E<等乙烯系列树脂项目! 建设南区石化区! 延长石化产业

链! 构筑粤东沿海石化基地) 揭阳 %惠来' 石化综合工业项目以揭阳 %惠来' 大南海国际石化综合

工业园为主要载体! 初步形成榕泰* 巨轮* 运通* 吉荣空调等一批区域性的重化龙头企业)

粤西的石化产业主要集中在茂湛沿海重化产业带) 茂名正逐步形成原油加工* 乙烯* 芳烃生产的

产业链! 并不断向中游推进- 珠海 %茂名' 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力发展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及塑料* 橡

胶加工等后续产业! 延伸发展综合性的产业集群) 目前! 园区已形成了碳五* 碳九* 环氧乙烷* 碳

四* 芳烃* 精细化工* 塑料加工七大产业链! 成为全省第 ( 个被科技部认定的石化特色产业基地) 湛

江方面! 投资 "'-* 亿元的东兴 *## 万吨炼油配套完善项目建成投产! 中海油 '## 万吨沥青项目也落户

广州 %湛江东海岛' 产业转移工业园) 阳江将充分接受产业辐射! 利用其原料资源发展石化后加工

产业)

%"' 钢铁产业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钢铁产业下游目前主要集中在粤北! 其钢铁产业正力争成为珠三角的配套产业基地) 清远强调形

成自己特色的机械装备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韶关和梅州则积极为广州汽车产业配套)

在粤西! 投资 '" 亿元* 为钢铁生产提供原材料的 *## 万吨氧化球团项目建成投产) 湛江正紧紧围

绕钢铁主导产业! 将钢铁企业转变为钢铁生产* 能源转换* 固废消纳和资源再生等融于一体的产业

集团)

%'' 能源产业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汕头正在加快华能海门电厂* 粤东煤炭中转基地等项目建设- 支持南澳* 潮南开发利用风能* 潮

汐能* 波浪能等新能源! 构筑粤东沿海能源基地) 阳江正大力发展电力能源配套产业! 积极打造电力

能源产业基地) 茂名与中广核集团合作进行核电设备制造) 湛江千万吨钢铁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带动

上下游产业 (& 个大类近 "## 个项目发展! 并催生新的经济业态)

"B产业创新能力

目前! 东西北地区在能源的节能减排等方面有所突破! 如集成应用焦化干熄焦技术* 烧结脱硫技

术* 大型火电机组混煤掺烧等先进适用技术!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 自主创新能力和节能减排水平迈上

新台阶) 但总体而言! 东西北地区在石化* 能源* 钢铁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 表现为. 石化产业链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较短! 成功向下游延伸的不多- 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乏- 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和基地缺乏)

%三' 东西北地区产业创新支撑与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B产业创新支撑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就

%(' 产学研合作初见成效

茂名重点推进组建石油化工产学研创新联盟) 河源市政府与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哈尔

滨工业大学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 韶关组建和参与组建了汽车零部件产学研战略联盟和铝镁轻金属材

料产学研联盟! 力推华南理工大学韶关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韶关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的建设! 重

点推进双方在机械装备* 汽车零配件* 新材料* 新能源* 农产品深加工* 电子信息和旅游规划等领域

的合作)

%"' 创建科技创新平台

河源组建了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家!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河源分园落户) 茂名

推进 "广东石化产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 的建设) 韶关启用了该市首个行业专利数据库&&&液压

件行业专利数据库! 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和韶关市科技信息局 %知识产权局' 联合建设的七国两组织

专利数据库业已落地韶关! 整合 "韶关市化学分析仪器资源网# 信息资源! 建设韶关数字三维全景基

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组建了 (# 家省级工程中心! 涉及光机电一体*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医药等

行业)

%'' 创建科技企业创业园

韶关在山区市中率先提出创建科技企业创业园! 力争把科技企业创业园 %孵化器' 建成服务设施

比较完善* 中介服务比较齐备的综合型科技企业创业园! 打造新型制造业基地* 农产品深加工培育基

地* 产业集群配套与产业链延伸基地)

%,' 完善成果推广体系

各地引导企业* 高校等积极参与技术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不断完善科技成果奖励制度!

对创新水平高的项目给予奖励! 增强企业* 高校创新的积极性) 努力推广先进科技成果! 推动地区产

业创新体支撑与服务体系建设)

"B产业创新支撑与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

%(' 自主创新平台不多!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各地市自主创新平台总体偏少! 以茂名市为例! 该市仅有 " 个省级工程中心! 国家级的没有)

%"' 科技的整体投入不足

各地市科技整体投入偏低! 如茂名市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决算支出比例低! 各县的比例均达不到

科技考核要求的 (-'.)

%'' 科技服务业发展缓慢

各地市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少! 科技服务水平不高! 这种情况在县区一级表

现更为明显)

%,' 科技政策的激励效应还不明显

各地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民科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科技政策落实难度大)

%*'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企业技术人才* 技术基础薄弱! 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足!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 促进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投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部分地市政府引导性投资不足! 风险投资和技术产权市场发育不健全! 制约了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高)

(,综!!!述



%&' 有利于开发型技术人才聚集和成长的环境有待完善

各地市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在人才引进与成长等方面缺乏有吸引力的措施! 很难吸引人才扎根和

为本地服务)

第二部分!需求分析* 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 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需求分析

%一' 发展新产业的科技需求

"十二五# 期间! 东西北地区一批重大的石化* 钢铁和能源建设项目! 以及资源消耗性企业将进

入运行和建设阶段! 形成茂湛沿海重化产业带 %茂名石化区* 湛江石化区'! 汕潮揭沿海化工基地

%汕头南区化工区* 潮州饶平* 揭阳惠来沿海' 以及湛江钢铁和韶关钢铁与冶金等产业基地)

(B能源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

%(' 提升东西北地区资源型支柱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共性技术和共性装备) 钢铁企业的系统优化

节能理论和技术! 陶瓷* 水泥行业的科学用能技术和节能环保型窑炉装备! 食品加工过程的节能减排

和节能型食品生产机械! 石化行业的F>:减排及废气回收再利用)

%"' 适合东西北地区部署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能力) 核岛铸锻件和承压设备* 吊装设备以及核级

电缆制造生产- 大型风电机组的性能测试设备和质量认证技术和设备! 沿海陆上和海上的风资源评价

和风电场设计系统- 非硅基新型太阳能发电材料制备工艺和设备- 农村生物沼气技术等)

%'' 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热利用关键技术和装备)

%,' 重化工业基地以及产业带能源和资源最优化利用的设计技术和管理系统)

"B石化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

%(' 炼油产品* 乙烯产品的承接应用问题

石油化工下游产业如精细化工* 高分子材料等与炼化* 乙烯的总量扩张不能匹配! 上下游承接缺

口将很快扩大) 精细化工* 高分子材料产业* 林产化工产业体系不完整! 下游应用需求偏弱) 上下游

产业链衔接成为下一阶段石油化工产业发展的重点)

%"' 化工污染问题开始显现! 废旧资源综合利用问题成为东西北地区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随着石化下游产业的不断发展! 产业扩张带来的化工污染日益显现) 东西北地区承接了一些高污

染高能耗的产业项目! 同时! 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污染) 石化企业的硫化物* 氮氧化

合物排放问题! 金属加工和石材行业以及陶瓷行业的废渣* 能耗* 粉尘* 废水回用问题! 再生材料回

收产生的废水* 废渣* 重金属污染问题等不容忽视)

%二' 升级传统产业的科技需求

东西北地区是本省传统的水泥* 陶瓷* 建材和矿产资源的产业聚集地! 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面临

着众多的问题! 主要的科技需求有. 水泥行业的节能减排与废弃物循环利用! 陶瓷行业的节能减排技

术! 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技术)

%三' 实现科学发展与绿色崛起的科技需求

东西北地区不但是本省 "十二五#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而且从主体功能区的角度来说! 还是本

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态屏障! 肩负着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经济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 也承

担着为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提供优质农产品的重任) 其科技需求如下. 东西北江优质水源地的保护与

可持续开发利用! 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技术! 海洋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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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科技发展目标

%一' 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

根据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在全省社会* 经济和生态发展中承担的主体

功能! 广东省确定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为. 科技率先崛起战略* 双支撑双服务

战略和促进和谐战略)

科技率先崛起战略. 在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的经济绿色崛起中! 科技应率先崛起)

双支撑双服务战略. 科技必须支撑龙头企业发展与产业优化升级! 服务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

促进和谐战略. 科技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促进东西北的快速发展与珠三角的科学发展! 构建全省区

域均衡*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架构)

%二' 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科技发展的目标

(B总体目标

到 "#(* 年! 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在石化* 钢铁和能源为主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以

及以建材* 矿产和农产品生产为主的特色产业! 形成比较明显的产业技术竞争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 石化* 钢铁和能源科技整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现代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为东西北地区绿色崛起和

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B具体目标

%(' 科学技术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 科技产出水平明显提高) 到 "#(* 年!

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 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 (*.! 技术自给率达 '*.左右)

%"' 科技投入持续快速增长! 企业的研发主体地位进一步突出) 到 "#(* 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A7)378' 达 ".!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

%'' 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 在石化* 钢铁* 能源等领域

的部分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 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主要工

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单位378能耗下降 "*.! 低碳经济初步形成)

%,'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加强地方科技能力建设) 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全国前列! 农业科技支

撑能力显著提高! 有效保障食物安全)

%*' 加强以水资源* 耕地资源* 海洋环境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技术创新! 在重

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初步建立起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

%+' 培养选拔 ( ### 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 个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发

团队! "## 名重点学科带头人) 每万名社会就业人员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达到 '* 人) 实现全区域国家

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新增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 个!

新增省级专业镇 *# 个)

三* 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 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 重点领域

根据调研结果和有关单位提供的项目建议! 按照服务东西北产业发展* 服务东西北资源保护和服

务东西北与珠江三角洲协调发展三个标准进行筛选! 凝练出的八大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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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东西北江水源地保护与生态恢复

东西北江是珠江的源头! 也是广东的母亲河! 是珠江三角洲优质水源基地! 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的生态屏障) 共性技术需求有. 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高效利用技术! 水资源保护技术和被严重污染

的河流* 河段的治理与恢复水体功能技术) 关键技术是. 全流域农业* 林业* 水利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技术! 堤围内的河涌整治技术和流域植被恢复技术)

"B资源依托型产业升级与资源循环利用

钢铁工业* 石油化工* 有色金属冶炼* 铸锻件* 陶瓷* 水泥* 食品加工等资源型行业是东西北地

区的主要支柱行业! 这些行业的能源消费在地区的工业能耗中占据很大比重! 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

域) 未来广东省的新增能源产能将主要部署在东西北地区! 核电* 风电* 水电这些清洁* 低碳的电力

设施建设是其显著的特色! 有可能在沿海一带形成广东省的新能源电力生产基地) 因此! "十二五#

期间! 广东省对于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突破方面的部署应着重部署在研发实力和条件好的珠三角地

区! 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示范工程* 应用推广* 相关装备制造业应重点考虑部署在东西北的合适

区域) 共性技术需求有. 钢铁* 石化* 建材等行业的中低品位余热余能综合利用技术- 陶瓷行业的废

瓷和废石膏再利用技术- 水泥行业的废弃物消纳和资源利用技术- 石油炼制* 化学试剂* 印刷涂布等

行业的有机污染物F>:处理和再利用技术- 中小型燃煤锅炉窑炉的节能和脱硫技术改造! 中小型燃气

窑炉的氮氧化物控制技术! 替代燃料的利用技术等) 关键技术是. 重化工业基地以及产业园区能源和资

源最优化利用的设计技术和管理系统的开发利用! 产业园区能源系统规划* 建设* 监测和管理的理论方

法* 技术和软件系统! 能源系统能效和排放的多参数优化和控制技术! 49技术与能源系统的结合)

'B优质农产品保障基地建设

东西北地区是本省难得的生态环境优美的宝地! 具备发展优质农产品的环境优势! 特别适合 "走

生态路! 培育生态产业#! 建设优质农产品保障基地就是发展具有东西北特色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之

一) 共性技术需求有. 产地环境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 安全农业投入品开发! 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

范! 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农产品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

示范! 粤东西北优质* 高产* 高效* 安全* 生态种养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关键技术是动植物病虫害

防控技术和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B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与保护

粤西和粤东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资源优势! 粤东地区以汕头为龙头形成海洋资源精深加工业和海

洋电力产业带! 粤西地区以湛江为龙头积极培育临海工业和滨海旅游业) 但东西两翼海洋产业发展相

对缓慢! 产业门类尚不齐全! 仍然是以海洋渔业为主! 海洋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共性技术需

求有. 海洋水产养殖与加工增值技术* 病害控制技术* 水产品安全技术和海水养殖优良品种选育和苗

种繁育! 海洋资源保护与监测技术! 新兴海洋产业振兴技术! 海上油气* 海洋渔业* 滨海旅游* 海洋

交通运输* 海洋电力与海水利用* 海洋船舶制造和海洋生物医药支撑技术研发) 关键技术有. 海水养

殖品种人工繁殖和大规模种苗生产技术! 抗癌抗心血管病海洋药物的开发及新药制作技术! 抗风浪海

洋网箱养殖系统的制作及应用技术! 利用海产品加工的下脚料生产海洋药物)

*B乙烯后加工产业群

乙烯是塑料* 橡胶* 黏合剂* 涂料* 化学纤维等合成材料的重要原料! 发展乙烯后加工产业群!

将进一步实现对合成材料的多样化供给要求! 加快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升级) 共性技术需求

有. 环保涂料合成和生产技术! 绿色环保胶粘剂合成和生产技术! 新型包装材料! 橡胶材料! 塑料材

料及生产技术) 关键技术有. 炼油厂尾气硫化氢利用技术* 炼油厂液化气脱硫污染物利用技术* 锅炉

节煤及脱硫技术! 合成材料的成分检测* 剖析技术! 物性测试技术! 环保指标测试技术等)

+B精细化工

精细化工产品是化学工业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其投资小! 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大) 共性技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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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 特色中草药* 特色香料* 特色食用植物活性成分和有效成分的提取开发技术! 植物生物质材料

化应用研究及产业化! 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剂生产技术! 电子化学品生产技术! 医药* 农药* 染

料* 颜料* 信息技术用化学品 %包括感光材料* 磁记录材料等' 等精细化工产品! 有机溶剂的高纯提

炼技术* 催化剂* 添加剂等三剂的研究和产业化! 有机硅氟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技术) 关键技术有. 碳

五* 碳九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碳四* 芳烃* 环氧乙烷精深加工技术! 硫化工的下游产业链拓展)

&B轻工装备制造业

基于东西北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空间! 在东西北具有发展空间的装备制造业有. 核岛铸锻件和

承压设备* 吊装设备以及核级电缆制造生产! 大型风电机组的性能测试设备及质量认证技术和设备!

非硅基新型太阳能发电材料制备工艺和设备! 大型农村生物沼气装备* 煤和生物质气化装置等! 节能

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制造) 关键技术是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利用的相关装备和部件设计与制造)

%B电力与新能源

共性技术需求有. 钢铁企业的系统优化节能理论和技术! 陶瓷* 水泥行业的科学用能技术和节能

环保型窑炉装备! 食品加工过程的节能减排和节能型食品生产机械! 石化行业的 F>:减排及废气回

收再利用) 关键技术有. 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热利用关键技术和装备- 重化工业基地以及产业带能源和

资源最优化利用的设计技术和管理系统- 基于太阳能集热技术* 新型热泵技术的食品脱水和烘烤节能

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 利用太阳能和海洋能的海水淡化技术- 非硅系太阳能薄膜电池的关键技术

和核心装备突破! 产业化生产线建设- 可再生能源在南方建筑节能上的利用技术 %热水* 照明* 空

调' 和示范)

%二'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B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以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科学仪器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 科学文献共享平台* 科技网络平台等为主体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

"B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在石化* 钢铁* 新材料* 核电* 太阳能* 海洋生物* 绿色食品等优势产业建立一批科技创新中心

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三'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B产业创新领军人才和科技型企业家人才计划

紧紧围绕产业需要! 大力吸引跨国公司* 大型央企* 著名高校建立产业技术转移中心或研发中

心) 培养选拔 ( ### 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 个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发团队!

"## 名重点学科带头人)

"B技术转移人才发展计划

加大科技特派员* 各类科技推广* 科技中介服务* 大学科技转移* 院地合作技术转移* 省部合作

技术转移等各类科技中介服务人才的培养)

第三部分!保障措施

一* 经费投入保障

%一' 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

到 "#(* 年!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 其中! 东部 , 市达到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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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市达到 (-*.! 北部 * 市达到 (.! 进一步明确省对东西北地区科技财政投入的倾斜力度)

%二' 建立东西北地区科技能力建设专项

东西北地区科技专项列入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专门用于东西北地区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研发平

台与重大项目支持及地方科技能力建设! 实行单独编列* 独立申报及评审! 采取符合东西北地区科技

水平的申报及评审标准)

%三' 强化地方政府的科技财政支出责任

省市级科技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弥补地区间科技财政支出的过大差距! 实现科技财政支出均等化)

%四'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财政资金通过直接投入* 奖励* 补贴* 贷款贴息! 创办科技金融机构) 对于在主板或创业板上市

的科技型企业给予一定额度一次性的奖励)

%五' 适当调整科技立项制度

竞争性项目的评审标准中! 要适当降低对东西北地区项目申报的条件! 降低对东西北地区项目地

方财政配套比例要求)

%六' 促进 "双转移# 中科技财政政策扶持

在省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 "双转移# 专项! 主要用于支持 "双转移# 产业园中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和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开发) "双转移# 专项实行省* 转出地和转入地三方共建) 珠三角各市应将部

分科技财政支出用于 "双转移# 产业园区创新平台和产业共性技术开发)

二* 政策体系保障

%一' 完善产业科技政策

建立和完善与东西北地区相适应的产业科技政策)

(B先进制造业

重点支持东西北地区实施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 支持新能源* 新材料的研发工作)

"B现代农业

重点发展有机农业* 环保农业和生态农业)

'B现代服务业

用科技手段! 改造* 提升传统服务- 大力发展物流* 仓储* 信息等生产服务业)

%二' 资源配置与特色产业平台建设

围绕石化* 能源和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的下游与配套产业! 建立中试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 与中央

驻地企业共建孵化器)

%三' 创新资源与相关渠道建设

在区域性技术市场的基础上! 实现全省技术市场一体化! 将东西北地区纳入到现代化的科技转让

市场体系之中) 鼓励珠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东西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帮助东西北地区建设

科技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四' 完善珠三角地区与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合作机制

健全珠三角地区对粤东* 粤西* 粤北地区的挂钩帮扶机制! 创新帮扶方式)

%五' 加强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协调工作

东西北地区自身要加强各项科技工作的协调! 在一些共同问题上! 如核电* 石化产业的下游配套

产业发展! 大宗农产品的综合利用与加工! 水资源的保护与综合利用! 新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海洋资

源综合开发与利用! 陶瓷产业的升级与优化等! 要建立联合工作小组! 共同申请与完成此类跨区域的

重大科技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广东东西北地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小组'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重大科技问题研究 %节选'

%"##$ 年 (" 月'

"十二五#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 全面推进广东省农业产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阶段! 也是深入推进 $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和 $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各项战略部署的落实* 建设创新型广东* 率先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新的形势下!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建设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重

大变化) 绿色* 低碳经济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提出! 使得科技支撑日益成为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的高效路径和重要推手) 此时! 掌握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发展现状! 凝练

所需重大科技问题* 关键共性技术! 筛选出若干重大专项并明确未来的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及任务! 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环境与趋势分析

%一'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现状

"十一五# 期间! 广东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经济发展全局! 紧紧抓住现代农业和新农村

建设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开展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活动! 在科技创新与关键技术突破能力* 农业

企业创新能力*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

(B科技创新与关键技术突破能力

广东省以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 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 现已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核心技术!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 截至

"##%年年底! 广东省建成农业科技国家重点实验室 (个! 部级重点实验室 *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 "+ 个!

工程中心 (%%家 %其中国家级工程中心 ( 个'! 生物种质资源库 (+ 个! 创新中心 $ 个! 国家重点学科 *

个! 省重点学科 (+个! 分别在生物遗传资源创新与利用技术* 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 农业生态环

境安全与资源物质循环利用* 农业微生物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等国内外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在国际上有

一定影响* 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 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 家禽良种覆盖率

达 %*.! 猪良种覆盖率达 $*.) "##(&"##&年! 广东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达 **-$".! 比 "十五# 期间

&,综!!!述



高 ,-"'个百分点! 标志着广东省依靠科技进步创造农业价值的能力已经达到新高度)

"B农业企业创新能力

"十一五# 以来! 广东省农业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技术创新的动力作用得到普遍重视! 农产

品科技含量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

主体的作用日益显著) 截至 "##% 年年底! 全省共有农业产业化组织 $ "(% 个! 农业龙头企业 ( %(" 家!

其中! 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 家!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 家- 已有 * 家龙头企业建立了省级以

上技术创新中心! 并有部分农业企业自设科技园与研究院! 如广东温氏集团* 广东农科集团等- 在农

业龙头企业中! 年产值超过亿元的有 * 家! 超过 * ### 万元的有 * 家! 年创产值达 (,-* 亿元! 有力地

促进了广东省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B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 逐步发展壮大并形成气侯) "十一五# 初期! 在全省 "# 个市建立了 "&&

个专业镇! 其中农业类专业镇达 (#* 个- 全省星火产业带建设累计投入 '-'% 亿元! 带动省内 "# 个地

级市共 +## 多家企业投入达 ' 亿多元! 形成花卉* 水果* 茶叶* 蚕桑* 水稻* 畜牧等门类齐全的各色

星火产业带数个) "十一五# 期间! 先后在全省建设 (# 个现代农业科技强县示范点! 覆盖东西两翼*

粤北山区和珠江三角洲! 为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国内外现代农业及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趋势

(B国际视角下广东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十二五# 时期!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农业竞争也将随之加剧) 一是国际

上以遗传资源为基础! 从种质资源中挖掘优异基因以及开发转基因新品种创造巨额利润正在成为农作物

育种发展的趋势之一- 二是重大动植物疫病和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防控涉及的药物* 诊断试剂盒* 抗体

监测试剂盒和疫苗!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竞相研发的焦点所在! 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

持续下去- 三是随着全球对低碳经济* 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 各发达地区都在积极展开

循环经济* 强化农村活力的有益探索! 并不断研发渗透高新技术的农产品加工手段和农业现代装备! 以

使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比例更高! 转化食品能力更强! 资源利用更加综合- 四是数字农业* 微生物技术*

'<技术* 模拟系统等高端农业技术正在不断被应用到发达国家的实际生产中! 农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作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 限制国际贸易的重要技术性贸易措施)

当前的农业竞争已演变为一场全球各国参与下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较量) 广东省地处沿

海! 具备良好的农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条件) 随着广东与国外农产品及技术交流的逐步深入和农业 "走

出去# 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市场将更加开放! 对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会提高) 因此! 广东省农

业科技发展面临的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 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战略性问题! 广东省的外向

型农业发展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B国内视角下广东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未来的 * 年当中! 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历史任务) 科技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必将推动中国农业结构深刻调整* 农村经济深刻转型*

农村社会深刻变革) 全面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农业!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纳入科学

发展轨道! 已成为实现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方面!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工作! 先后制定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 年'( $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 年'( 以及

$农业科技发展规划 %"##+&"#"# 年'( 等系列文件和政策扶持农业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 加速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农业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由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 财

政部* 工信部四部委联合制定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 也即将出台) 这都为广东农业科技发展提供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了良好的机遇与发展环境! 也为广东省发展农业农村经济*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保障) 同时!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的出台为

广东省发展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 $纲要( 明确指出! 要按照高产* 优质* 高效* 生态* 安全的要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建立具有岭南特色的都市型* 外向型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中! 关于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高

标准建成若干个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等内容已成为广东省未来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 近年来! 广东省周边的各兄弟省份都在不断加快农业科技研发的步伐) 广西在热带*

亚热带果树蔬菜产业方面的科技优势已成为近两年政府和学术界特别关注的焦点! 并在东南亚地区得

到推广) 湖南省杂交水稻分子育种* 转基因应用以及杂交水稻资源收集与鉴定等技术已经享誉海内

外) 浙江省运用科技手段发展高效农业* 加快农地流转的制度研究与实践已位居全国农村土地流转与

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前沿) 江苏省在农业科技人才培训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已经获得巨大成功

并在全国范围开始推广) 其他省份正在运用强大的科技力量与实践经验占领国内甚至国外的农业资源

和市场! 并逐步形成与广东省势均力敌的竞争局面) 广东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 要想在农业领域继续

保持 "桥头堡# 地位!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若不迎头赶上! 不但影响广东自身农业

与农村经济发展! 而且事关区域之间的经济协调)

'B广东省自身在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东省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注重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 为 "十二五# 进一步发展农

业科技创造了良好的储备与机遇)

一方面! 为加快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广东省先后出台 $广东省农业发展 "十一五# 规

划( $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 $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的意见(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试行'( $关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决定( 等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 对广东省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为广东省在面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情况* 新问题的形势下! 加快构建满足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推进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

政策保证)

另一方面! 经过改革开放 '# 年的发展! 广东省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经济实力* 区域竞争力

显著增强! 这些都为广东省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在过去的几个 * 年计划当中!

广东省的农业科技发展内在推动力不断强化! 农业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农业生物技术* 农业信息

科学* 种养殖业和农业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领域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基础!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农业

学科体系! 拥有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并在区域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中! 形成五大主导产业区域! 农业

科技正不断孕育着推动自身跨越发展的巨大潜能)

然而! 面对新时期* 新市场! 广东省农业生产依然面临人增地减* 环境恶化* 资源条件对农业发

展的约束等问题带来的挑战) 农业科技资源分布不均衡依然是广东省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些重大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难以及时转移到山区和两翼等最需要依靠农业科技创造效益的地区)

另外!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就业不充分! 农业资金供求矛盾突出! 农产品质量与数量需求持续增长

等问题也对广东省农业科技发展不断提出挑战) 广东省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仍未根本改变! 迫切

需要运用科技手段寻求新的农业发展机会)

%三' 广东省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差距

尽管广东农业科技发展成绩显著! 但面对 "十二五# 广东省率先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历史任务! 面对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农业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 以及来自国内兄弟

省市强有力的竞争! 广东现有的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为.

$,综!!!述



(B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不足

%(' 农业科技创新力量分散! 各自为政! 重复研发和浪费严重) "十一五# 期间! 广东省农业科

技创新主要依靠区域内三股农业科研力量&&&广东省各级政府* 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科技企业! 三方

在许多领域各自开展科技研发! 产生了大量农业科技成果) 但由于力量分散* 条块分割* 未开展联合

攻关! 加之缺乏规划! 造成重复研发* 科技资源浪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导致广东省农业科技集成创新

能力不足! 农业常规应用技术升级慢!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 已有的产学研联合协作不强! 优势不突出) 目前! 广东省的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远

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突破性大的成果少- 科研和生产还有脱节现象! 农科教* 产学研联系不紧

密- 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不稳定! 农业科研与推广的体制*

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 农业科技资源分布不均! 科技发展水平差距大) 从地域分布来看! 农业科技相对集中在珠江

三角洲和粤西地区! 粤东和较偏远的粤北地区农业科技研发及推广力量偏小) 如广东省农业科技人才

总体呈现珠江三角洲 %'*-+.'* 粤西地区 %'(-#*.' 比例大! 粤北 %""-#'.' 和粤东 %((-&+.'

比例小的局面) 从高级人才来看! 这种集中趋势更为明显! 在被调查的 &(# 位拥有博士学历的农业科

技人才中! %,-*(.集中在广州)

从农业科技人才的机构分布来看! 拥有博士和硕士学历的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人才! 主要分布在

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 如在华南农业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海洋大学*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 而处于农业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农业企业! 农技

推广* 服务机构! 高层次创新人才严重匮乏)

"B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技术相对滞后

作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 与其他省份相比! 广东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

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技术相对落后) 具体表现在.

%(' 农业高新技术自我研制开发能力不足! 部分核心技术依赖外部研发力量) 科技创新体系尚未

完善! 科技投入不足! 队伍不稳定! 缺乏重大创新! 期待技术突破)

%"' 技术研发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关联度较低! 产业化技术相对滞后) 广东省涉农企业众多! 市场

对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需求旺盛! 拥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然而广东省现有的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

高新技术研究依然难以满足市场快速发展需求! 尤其是在水产业* 动物疫病和畜牧业 ' 个领域! 在产

业化方面的关键技术尚未解决! 与生物技术的上游技术及研究方法相比! 生物技术产品的下游技术开

发相对滞后)

'B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速度慢! 难以满足农业科技快速发展的需求

%(' 农业科技创新机构总量少!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广东省从事农业技术创新的大学*

科研机构和农业龙头企业与华东* 华中地区相比! 数量仍显偏低)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省农业科

研和技术开发机构有 &, 个! 与 (# 年前相比!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 个) 截至 "##% 年年底! 广

东全省共有农业产业化组织 $ "(% 家! 农业龙头企业 ( %(" 家! 其中! 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 家!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 家! 远远低于江浙* 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同期水平) 另外! 广东从事畜牧农

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大学* 科研机构明显较少! 大部分龙头企业只处于中等发展水平)

%"' 重点学科建设与其他农业生产省份比较! 差距较大)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省拥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 (个! 国家重点学科 *个- 湖北省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个! 国家重点学科 + 个- 浙江省拥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 (个! 国家重点学科 '个- 江苏省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个! 国家重点学科 & 个) 广东省

拥有的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数目均远远低于湖北* 江浙地区! 核心研发与中试能力不足)

,B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领军人物缺乏

由于广东农业科研投入不仅低于 (.的世界平均水平! 也低于目前 #-+.的全国平均水平! 致使农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业基础研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足! 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甚远) 截至 "##& 年年底!

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的科技活动人员有 " $'& 人! 比 ($$% 年减少了 %"+ 名- 农业科技人才仅占农

业从业人员的 #-($.! 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为 #-&+G! 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超过 ,G- 广东平

均每万亩农用地 %耕地 1水产养殖面积 1茶叶面积 1水果面积 1桑地面积' 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仅

'-&' 名)

同时! 新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 广东作为牵头单位和首席科学家岗位的农产品只有

优质鸡* 对虾等少数几个) 其他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农业领军人物偏少! 在自主创新* 重大原始性创

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方面的人才明显不足! 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还未完全发挥)

*B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影响社会安全的技术储备不足

%(' 来自农业生物安全方面的主要技术问题未得到充分解决) 如. 外来农业物种的盲目引进或入

侵! 农产品的病虫* 病毒等随市场的流入与传播! 转基因物种的基因漂移及其环境释放风险! 进口农

药* 兽药* 饲料添加剂对农业物种的安全胁迫等) 生物安全技术储备不足已成为广东省农业生态与环

境科学面临的重要瓶颈)

%"' 生态农业技术研究不足) 如广东省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有机农业生产技术* 有害生物灾变监测*

预警与生态化防治技术*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等影响社会安全的技术问题方面! 开展农业生产环境保护!

土壤优化施肥与生态培肥! 生物肥料与生物农药!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等现有的技术手段仍显苍白)

+B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

在广东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研究的开发经费内部支出结构中! 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为 *-#,. %发达

国家这一指标达 (*. (&.'! 投入量明显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轻基础

研究* 重应用研究的现象)

由于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高新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导致广东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

弱! 重大突破不够- 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缺失-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贮备不足! 科技成果转化扩散能力不够! 落后于国内先进水平- 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现代农业要求不

适应! 难以满足加入当前国际激烈竞争的需要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二*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的需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 "$' 亿

元! 居全国第 + 位- 农业产出率高! 土地亩均产值全国排名第 ' 位- 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 ,## 元!

居全国第 + 位- 粮食总产量 ( "*& 万吨! 肉类* 水果* 蔬菜* 水产品等产量排名均在全国前列) $珠江

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提出了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按照高产* 优质* 高

效* 生态* 安全的要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建立具有岭南特色的都市型*

外向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确保现有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不降低) 广东农业担负着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村发展! 增加农民

收入! 维护社会稳定等极其重要的功能) 因此! 广东现代农业发展将定位在食品农业* 生态农业* 效

益农业* 外向农业和都市农业)

围绕着新时期广东现代农业的功能与定位! 广东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发展科技需求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一' 农产品及加工产品生产保障技术需求

(B农产品生产安全技术体系

包括超高产育种* 抗性育种和优质育种技术! 良种产业化关键技术! 可持续高效种养综合配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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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 新型无公害农药* 饲料添加剂* 兽药的研制技术! 规模化养殖技术及设备* 疫病防治技术以

及废弃物综合治理技术)

"B农产品加工标准技术体系

包括农产品贮运和保鲜加工关键技术及食品科学技术! 如食品物料学*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安

全* 食品保鲜* 食品辐照* 发酵工程* 食品工艺和食品工程等)

'B食品卫生质量保障技术体系

食品加工中危害或潜在危害人体健康因素的控制与预防措施! 包括食品卫生质量控制* 食品安全

性评价! 食品有害因素检验检测技术! 农用化学物质在土壤&植物系统中运转和残留研究技术)

,B食品营养保证技术体系

包括食品营养价值及其评价检测技术! 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和保健因子的开发利用! 平衡膳食设计

及营养强化技术! 食物与营养政策和效益分析! 营养与慢性病的关系等)

%二' 效益农业发展科技需求

(B品种结构调整技术体系

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技术! 多品种复种技术! 市场信息技术! 名特优产品和精细特色农产品生产技

术! 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等)

"B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体系

包括特色果蔬产地储藏* 保鲜综合技术! 畜禽产品* 水产品和海洋药物深加工技术! 水果* 蔬菜

和水产品产前* 产中* 产后一条龙的技术体系)

'B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

包括省力化种养工程技术! 农产品加工储运设备技术! 现代农业装备工程技术! 农业资源与设施

农业工程技术! 植保机械工程技术等)

%三' 生物和生态安全科技需求

(B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

包括重大动物疫病以及人畜共患病的预警与防控技术! 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重大病虫无害

化防控技术! 外来生物入侵防控技术等)

"B环境友好及综合治理技术体系

包括土壤肥力保持和节水技术! 病虫害农业生态控制技术! 土壤治理和修复技术! 生物农药* 生

物有机肥料* 植物营养调节剂* 土壤控释肥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资料的研制与产业化! 森林生态屏

障的景观生态建设配套技术! 高效* 低耗* 清洁* 健康畜禽水产生产技术等)

'B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体系

包括农村能源建设和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 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和管理的技术* 模式和制度! 各

种生态农业模式及适应不同地区特色的资源循环* 高效利用技术)

,B自动化监测及预警系统和网络化管理技术体系

包括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及预警系统建立! 对农业* 林业及全省农业各项信息的监测技术)

%四' 外向型农业科技需求

(B农业标准化技术体系

主要包括广东特色名优农产品及深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制定技术! 原产地的保护技术! 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技术及示范! 制成品质量监测和认证技术体系等)

"B国际合作及贸易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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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信息交流! 国际市场准入认证技术体系! 国外动植物的新品种* 新

技术及农业新设备的引进! 国际贸易壁垒研究!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交流及人才培训等)

%五' 都市农业科技需求

(B城市生态环境美化技术体系

主要包括城市建筑立体绿化美化技术! 利用庭园空间进行农业生产技术! 城市生活废弃物的资源

化利用技术等)

"B城郊农村环境美化技术体系

包括生态农田建设!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控制农业污染和工业生活污染等技术)

'B农业观光旅游与农业科普教育技术体系

包括岭南农业文化的挖掘整理! 岭南农产品及广东美食的营养功能成分研究整理! 农业观光专用

动植物品种选育应用技术! 农业科技展览馆建设! 高科技陈列展览技术等)

%六' 广东新农村建设科技需求

包括面向农村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技术体系)

%七' 农业科技服务需求

(B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信息推广服务体系需求

包括信息资源管理标准* 采集渠道* 发布格式* 共享机制* 相关数据库* 知识库等面向农业企业

的服务和推广体系)

"B专业化农业科技服务队伍建设需求

包括综合素质高* 专业技术精* 科技水平尖的现代化农业企业服务队伍及服务体系建设)

'B农业科技推广培训需求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科技信息* 企业管理知识* 市场经营管理* 农业信息化网络技术等)

三*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的目标主要有以下 * 个方面. 构建农产品与食品安全以及生

物和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优先发展领域内关键技术并取得重大突破- 农业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 布局合理的开放型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为实现上述目标! 重点实施以下 % 个重大专项)

%一' 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科技工程

"十一五# 期间! 广东已开始启动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实施农产品和食品质量

安全科技工程- "十二五# 将继续深化和拓展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实施 % 个专题研

究与技术示范)

(B产地环境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

开展产地环境质量安全适宜性评价! 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制定安全种植指引- 重点研究菜地复合污

染控制技术和环境修复技术* 进入菜地的畜禽粪便中重金属和兽药残留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菜地灌溉用

水净化技术! 构建现代化菜田产地环境安全控制技术体系并开展大面积综合应用示范)

"B安全农业投入品开发

针对农药残留* 化肥过量* 环境污染物 %如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累积' 等影响农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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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 开展新型高效环保肥料的研究与开发* 新型高效环境友好型农药的制备及

应用研究*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安全兽药制剂研究等)

'B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整合蔬菜* 果树重大病虫草害治理先进技术! 在明确其发生* 防控新特点及灾变规律的基础上!

建立蔬果重大病虫草害预测预警机制- 开展以蔬果病虫草害治理中关键的农药减量化使用技术及其防

控新产品* 新技术研发等技术研究- 建立健全本省蔬果安全种植技术规程- 在省内蔬果主产区将病虫

草害防控技术优化集成示范)

,B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开展家禽重大疫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重要猪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畜禽* 水产健

康安全养殖生产技术规程建立与示范! 人兽共患甲型/(0( 流感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构建从

农田)畜禽舍到餐桌的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

*B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针对目前广东农产品安全加工和检测技术存在的各种生物性* 化学性食品污染物隐患! 重点开展

南方果品安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方便米饭与速食包点的安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冰鲜

猪肉安全加工技术研究* 粤式传统干肉制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等)

+B农产品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示范

重点以危害性较大的农药* 渔药* 重金属* 致病菌等污染物为对象! 开展其多种快速检测 %快速

筛查' 技术及仪器检测技术研究! 开发新的方法与产品并应用示范及推广- 同时开展农产品全程信息

管理及追溯技术研究! 开发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并应用示范及推广)

&B农产品与食品安全预警和应急技术体系

重点开展影响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的因素* 发生规律研究! 并建立相应的预警* 防控和应急技术

体系)

%B安全农产品产供销支撑体系

建立安全农产品产供销支撑体系管理平台! 整合农业生产基地和农业企业资源! 建立全省安全农

产品产供销联盟总公司! 由政府提供政策保障! 科研院所提供技术! 企业联盟负责市场运营! 打造广

东省安全农产品 "生产1加工1流通1销售# 体系工程)

%二' 生物和生态安全科技工程

动植物重大疫病* 人畜共患病*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广东社会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一五# 期间! 本省已着手在生物和生态安全研究领域开展研究! 取得了显著成

效! "十二五# 将系统地开展以下几方面研究.

(B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控技术研究

开展重大动物疫病从病原生物学* 诊断技术到药物和疫苗的系统研究! 建立规模化饲养场 %区'

养殖生物安全技术和动物源性食品病原微生物的快速* 特异* 敏感检测技术等)

"B人畜共患病防控技术研究

开展人畜共患病如 <E@<* 禽流感* 狂犬病等的发生规律* 遗传变异规律* 基因组结构* 功能基

因定位* 抗原结构* 致病与免疫机理研究! 开发相应诊断* 监测试剂* 疫苗以及快速高效的疫病预警

预报系统)

'B外来生物入侵防控技术研究

针对近年由于外来生物入侵而严重影响本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突出问题! 重点开展对红火

蚁* 桔小实蝇* 微甘菊* 福寿螺等外来生物的防控技术研究! 以及对有可能对广东农业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的新外来物种入侵的预警和防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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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农业生态环境修复* 保护及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对被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农田和土壤的修复和保护技术研究! 土壤

肥力保持和节水农业技术研究! 土壤控释肥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资料的研制与产业化! 病虫害农业

生态控制技术及高效* 低耗* 清洁* 健康畜禽水产生产技术研究! 农村能源建设和废弃物循环利用技

术研究)

%三' 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科技工程

生物技术是当今世界农业科技的前沿和高新技术领域! 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 广东省的农业生物

技术基础研究及产业化技术发展相对缓慢) "十一五# 期间已做了一定的技术和条件的储备! "十二

五# 将重点开展以下方面研究.

(B种质资源鉴评与利用研究

包括农业生物种质资源的科学鉴评! 育种核心种质构建及优异功能基因的挖掘! 种质资源长期安

全保存的技术! 种质重要性状鉴定测试技术和标准研究! 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的引进收集! 转基因*

高压* 太空诱变等新技术对种质资源的创新! 种质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B特色动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

包括水稻* 香蕉* 荔枝* 龙眼* 花生* 岭南黄鸡等动植物的功能基因组定位* 分析与分子育种技

术研究开发) 应用分子标记技术* 高效的基因组技术等手段与表型鉴定相结合! 挖掘重要经济性状基

因资源! 构建独具特色的核心种质- 在对特异* 优良性状基因进行克隆和功能鉴定的基础上! 通过转

基因技术*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等与常规育种技术结合的方法! 培育新一代优质* 高产* 抗逆的育

种材料! 提高育种效率)

'B生物反应器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动植物细胞工程技术* 蛋白质工程技术* 微生物发酵分离和纯化等技术研究! 研制开发

一批新型肥料* 生物农药* 饲料* 添加剂及动植物生长调节剂! 畜禽和水产养殖净化制剂* 基因工程

疫苗等! 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B转基因育种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动植物转基因育种共性技术研究和利用! 高新技术储备! 培育高产* 优质* 抗逆水稻*

香蕉* 甜玉米* 花生* 蔬菜等新种质和新品种)

*B植物组织培养产业化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广东经济价值高的特色经济作物! 如能源作物* 珍稀花卉* 珍稀果树等的组织培养快繁

产业化技术研究! 果树等作物脱毒产业化快繁技术研究)

%四' 现代农业产业关键技术科技工程

农业产业共性关键技术一直以来是本省农业科技研究的重点! 根据 "十一五# 期间本省开展的

'# 个主要农业产业的技术路线图研究成果 %水稻* 鲜食玉米* 甘薯* 岭南水果* 蔬菜等'! 提炼了广

东现代农业产业的关键技术)

(B育种新技术与新品种选育研究

根据广东农业产业特点和需求! 以分子设计育种* 航天诱变育种* 细胞工程育种等高新技术与杂种

优势利用等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 选育出一大批抗性* 优质* 高产动植物新品种) 重点开展主要农作物

资源的收集与评价* 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定位和克隆研究* 高产多抗作物新品种 %组合' 选育及机理研

究* 分子标记和转基因等新型高效育种技术研究* 畜禽育种新技术及繁殖障碍的综合防治研究)

"B动植物营养需求和肥料* 饲料配方技术

根据广东特色动植物营养需求! 研究最佳减量高效肥料使用技术* 平衡安全饲料使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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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高效* 标准化* 可持续栽培和饲养技术

重点开展作物高产高效安全可持续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 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精确预测预

报与防治技术研究*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置位点控制关键技术* 养殖水体理化因子现场快速检测技术*

新型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农药研制和使用技术* 农药安全应用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立* 农药抗性治理

技术研究* 农药残留测定技术研究与标准制定)

%五' 农产品增值科技工程

农产品增值科技工程是促进本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保障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发展现代农业和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十一五# 期间被作为广东农业重点发展领域) "十二五# 期间! 重点开展

以下领域研究.

(B贮运保鲜物流技术体系

针对广东特色农产品贮运物流需要! 重点开展柑橘* 荔枝* 龙眼* 鲜切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产地*

收获* 保鲜* 贮运物流技术等技术体系研究)

"B加工工艺

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技术以及食品科技研究) 具体包括. 稻米* 花生* 薯类等粮油食品

深加工及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技术- 南方特色水果* 蔬菜* 畜禽产品* 水产品深加工利用技术* 农产品

加工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及信息技术开发应用! 农产品高值利用与绿色加工技术等)

'B农产品加工装备

重点是在广东特色农产品加工* 优质水产品加工* 热带果蔬加工的清洗* 分级* 输送* 粉碎* 杀

菌* 干燥等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的应用) 如. 自动化虾剥壳技术与装备! 高频振动膜分离技术与装备

研究! 瞬热速冷自动化荔枝保鲜装备! 禽蛋自动化在线检测分选包装设备! 荔枝* 柑桔类果汁饮料的

加工关键技术和设备! 砂糖桔深加工技术设备等)

%六' 农业工程和信息技术科技工程

农业工程和信息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体现! 本省在农村信息化方面已经有了

较好的基础! 但农业工程发展还相对薄弱) "十二五# 将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化农业工程技术和信息

化技术研究! 重点发展以下几个方面.

(B种植 %养殖' 业机械装备

重点开展水稻生产装备关键技术 %主要在适应机械化作业的水田标准化治理的平地技术与装备方

面'! 水稻种植机械化装备* 干燥装备关键技术! 特色经济作物生产装备关键技术 %如甘蔗* 香蕉*

菠萝等'! 工厂化养猪机械* 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机械 %抗风浪深水网箱* 工厂化养殖* 海域生态养

殖型设施' 等相关技术的研究)

"B农业设施和精准农业生产技术体系

包括省力化种养工程技术* 农产品加工贮运设备技术* 现代农业装备工程技术* 农业资源与设施

农业工程技术* 植保机械工程技术等) 重点实施设施农业高效集约栽培技术* 温室环境自动调控及温

室节能* 低成本技术! 省工* 省种* 成本低的工厂化专业化育苗技术! 规模化种养精准农业技术等)

'B自动化监测及预警系统和网络化管理技术体系

包括开发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及预警系统! 动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监测预警技术! 利用 '< 技术建立

生物灾害监测及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 有害生物种型变异超前预测技术! 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监测评价与恢复林业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碳库及碳汇机制! 资源动态数据库和资产化管理核算系

统!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与林相图数字化更新技术开发)

,B农业科技信息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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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农村信息村村通工程) 重点开展对全省范围内与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活动相关的信息采集

和整理! 形成农业信息多种媒体产品和模式! 建成有区域领先水平* 影响带动全国各省市的农业科技

信息资源研究和成果孵化公共平台! 主要包括. 农业农村信息化技术创新* 农业信息资源支持* 农产

品安全生产技术信息支持* 农业信息化技术推广服务与人才培养* 专家管理和服务系统等 * 个平台)

%七'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工程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是提升广东省农业发展水平! 促进外向型农业发展的必要举措) 广东有

着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地域和人缘优势! "十一五# 期间! 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快速发展!

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 "十二五# 将以建设国际合作基地! 建立和完善国际合作网络为重点! 充分利

用国际科技资源为广东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服务) 主要包括. 完善与欧美国家和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网

络! 开展农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合作以及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农产品生产与加工标准研

究- 建立粤港澳台科技合作平台! 利用地缘和文化优势! 开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合

作- 完善与广东周边国家 %东盟国家'* 非洲及南美* 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 开展农业应

用科技领域合作! 促进外向型农业发展)

%八' 新农村和区域农业科技工程

新农村和区域农业科技工程是本省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农业发展的必要科技支撑) "十二五# 将重

点开展以下领域的研究.

(B新农村规划研究

根据广东不同区域新农村特点! 研究充分利用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 探索不同类型新农村

建设模式)

"B农业副产物高效循环利用和农村污染治理技术

开展水稻和作物果树积杆* 畜禽产品副产物* 油料产品副产物等农业副产物的高效循环利用技术

研究! 缓解和改善农业副产物对农村环境的污染! 提高农产品增值率)

开展农村畜禽养殖排放* 农业面源污染* 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对农村饮用水* 耕地* 空气等造成污

染的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实现人居环境的美化)

'B区域农村科技研究

加大力度推进农村科技强县建设! 与国家富民强县计划对接! 推进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 建设和发展主导产业比较突出的专业镇或 "一乡一品# 的特色村以及一批星火技术密集区和星火

产业带! 促进新农村产业布局的优化)

,B发展都市农业

对于在区域中心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 重点开展都市休闲观光农业* 科普农业* 生态农业等技术

的示范和推广)

四* 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科技发展的保障措施

%一'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 提出的 "整合资源! 创新机制! 在工业* 农业

和社会发展领域组建三大创新板块! 为经济发展* 行业技术进步提供强大支撑# 的重要部署! 深化农

业科技体制改革! 组建广东省农业主体科研机构! 实现科技创新结构和组织模式上的重大突破! 建立

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全面提升本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成果转化能力和服务 "三农# 能力! 为珠江三

角洲地区和全省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综!!!述



%二' 加强农业科技产学研战略联盟

农业企业是支撑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农业科技成果是农业企业发展的动力! 依托农业科技

创新成果是促进农业企业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加强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实施产学研战略联

盟! 广泛联合全省农业龙头企业! 建立合资* 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企业! 进一步提升企业科技进步! 增

强市场竞争力! 促进农业科技水平与经济效益的提升! 推动行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三' 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人才队伍

目前! 广东省农业科技条件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

家级的科技领军人物还相当缺乏) 要加强中国农业科技华南创新中心的建设! 并以此为契机! 增强科

技综合实力的储备! 建设更多的国家和部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 加强种质资源库建设和种质资源

保护力度- 加强高水平科技骨干的培养力度! 多形式和多层面培养科技领军人物)

%四' 完善科技投入机制

建立稳定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力度! 确保每年财政支农资

金增量高于上年! 预算内资金投入比重高于上年) 按照 "存量适度调整* 增量重点倾斜# 的原则! 逐

步形成现代农业科技稳定投入来源)

构建多渠道的投入体系! 依据现有政策和产业基础! 综合运用财政补贴* 贴息* 以奖代补* 示范

启动等政策手段! 积极推进 "政策公开* 项目公示# 制度! 为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现代农业创造良好的

环境! 不断开辟新的现代农业投入渠道)

加快制定农业金融整体改革方案! 形成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 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

制!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科技的信贷投放)

%五' 加强农村科技推广* 科普示范* 科技培训体系建设

建立完善的农村科技推广与服务体系! 建立和稳定一支由基层农技推广部门* 科研院所* 高校*

行业协会* 企业组成的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以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阵地! 建立较完整

的教育培训体系) 根据市场和农民的需求! 开设电脑* 农业适用技术* 市场营销等培训) 在培训班设

置上! 根据乡镇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求! 由乡镇组织! 确保实效) 建设一批农村科普示范基

地! 培养一批科普带头人! 健全乡镇科技网络! 推动科普工作群众化和社会化)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战略研究 %节选'

%"##$ 年 (" 月'

一* 联合基金及课题研究工作简介

%一' 联合基金简介

"##+ 年 ( 月 ((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订协议!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 %以下简称 "联合基金#'! 每年投入 * ### 万元 %其中广东出资

' *## 万元'! 资助领域包括. 农业* 人口与健康* 资源与环境* 电子信息* 新材料) 其目的是吸引和

凝聚全国及广东的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

技术难题) 为了了解广东基础研究的重大战略需求! 并对联合基金开展绩效评估! 特设立研究课题

$广东基础研究的重大战略需求与联合基金的绩效评价的研究()

%二' 课题研究内容

本研究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个方面. %(' 通过对 "##+&"##$ 年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

情况的统计分析! 研究联合基金的管理现状! 提出进一步完善联合基金管理模式的对策- %"' 分析研

究联合基金的特点! 并通过调查问卷和专家咨询! 探索建立联合基金的评价指标体系- %'' 组织农

业* 人口与健康* 资源环境* 电子信息* 新材料的专家咨询组! 对广东相关领域的企业或行业进行调

研! 充分了解影响企业或行业发展的共性科学技术问题! 并提炼出重大基础研究问题! 明确联合基金

的战略需求)

%三'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的方法

根据国内外绩效评估理论! 绩效评估的方法多种多样! 不同的评估方法! 其时间成本及人力成本

有所差别! 同时! 由于不同的评估方法对绩效的不同方面各有侧重! 评估的结果也会有所差别) 因

此! 在对联合基金进行绩效评估时! 我们选择评估方法的原则是力求目标明确* 方法简单* 便于操

作* 易于执行) 根据这一原则! 我们选择了问卷调查* 同行评议* 案例研究* 专家访谈等形式进行评

估! 并最终形成书面报告)

二* "##+!"##$ 年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及资助情况分析

%一'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的总体情况

联合基金自 "##+ 年设立以来! 引起了全国科研单位与研究人员广泛而热切的关注! , 年来! 累计

受理项目申请 ( ,** 项! 资助 ('+ 项! 资助总金额 (+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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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

年度 受理申请项目数 %项'

资助项目数 %项'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资助总金额 %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从申请数来看! 联合基金的申请数已大幅回落并保持稳定 %如图 ( H' H' H( 所示') 从申请项目

类别来看! 申报重点项目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近两年受理的重点项目数约占申请数的 %#.) 这种变

化主要是由联合基金的特点和资助格局的导向引起的)

由于申请数的下降! 联合基金的资助率保持上升趋势! "##+&"##$ 年的资助率分别是 *-"(.*

("-$+.* (*-#*.和 (*-*+.)

图 ! "# "# "!$联合基金申请与资助项目情况 %%&&'!%&&('

%二' 各领域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B"##+&"##$ 年五大领域项目申请与资助的概况

"##+&"##$ 年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数* 资助金额* 资助强度和资助率等统计数据见表 ( H' H

' H" 至表 ( H' H' H*)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

领域

受理申请 资助情况 资助率%.'

项目数

%项'

金额

%万元'

项目数

%项'

总金额

%万元'

平均资助

强度
项目数 金额

合计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表 ! "# "#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领域

受理申请 资助情况 资助率%.'

项目数

%项'

金额

%万元'

项目数

%项'

总金额

%万元'

平均资助

强度
项目数 金额

合计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综!!!述



表 ! "# "#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领域

受理申请 资助情况 资助率%.'

项目数

%项'

金额

%万元'

项目数

%项'

总金额

%万元'

平均资助

强度
项目数 金额

合计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表 ! "# "#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领域
受理申请

项目数

资助情况

项目数%项' 总金额%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资助率

%.'

合计 (%# "% , %## (&(-,' (*-*+

农业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电子信息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B各领域项目申请数和申请比例的分析

, 年来! 人口与健康领域项目申请数所占比例最大! 约占申请总数的 ()'! 且相对稳定) 其他 , 个

领域申请比例相对均衡! 农业领域和资源环境领域申请项目比例随 $年度申报指南( 变化较大)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B各领域资助项目数和资助比例的分析

电子信息领域的资助项目数相对较少! 资助率较低) 农业领域的资助项目数近两年大幅回落! 资

助率也有所下降) 人口与健康领域资助项目数最多! 保持较高的资助率)

,B各领域项目资助率的分析

由于 "##+ 年是首次申报! 申报面上项目者居多! 而联合基金主要以重点项目形式给予支持! 因

此 "##+ 年的资助率低! 且统计意义不明显) 从 "##& 年起! 项目申报数和项目类别趋于合理! 资助率

逐渐向国家基金的平均资助率 %(&.' 接近) 人口与健康领域的资助率低! 农业领域资助率很高! 这

与申请数的多少有关)

*B项目资助强度的分析

由于资助项目总数的减少以及资助项目中重点项目比重的增加! , 年来! 联合基金的资助强度在

逐年增大) "##+ 年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 万元! "##& 年为 ("'-%* 万元! "##% 年为 (+&-(, 万元!

"##$ 年为 (&(-,' 万元! 平均每年增加 (,.)

%三' 人才培养情况

(B按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

"##+&"##% 年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结果见表 ( H' H' H+! 各领域项目负

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结果见表 ( H' H' H& 至表 ( H' H' H$) 项目负责人除 ( 人是副高职称

外! 其余都是正高职称) %*.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博士学位)

表 ! "# "# "'$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 %%&&'!%&&+'

单位. 人

年份 合计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正高级 副高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 %%&&''

单位. 人

领域 合计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正高级 副高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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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 %%&&)'

单位. 人

领域 合计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正高级 副高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表 ! "# "# "($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统计 %%&&+'

单位. 人

领域 合计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正高级 副高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B按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 面上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 年和 "##$ 年! 联合基金面上项目主要支持 '* 岁左右青年科研人员! "##& 年支持的面上项目

总体年龄偏大)

表 ! "# "# "!&$联合基金面上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

项目 "##+ 年 "##& 年 "##% 年 "##$ 年

面上项目资助数 %项' " & # (

平均年龄 %岁' '+ ,& & '*

%"' 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 年重点项目负责人按年龄统计结果见表 ( H' H' H(() 重点项目负责人获联合基金资

助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 ** 岁! 以 ,( ,* 岁最多! 占重点项目负责人的 ()' 以上) 联合基金重

点项目获准时项目负责人年龄最小的仅有 '# 岁! 年龄超过 +# 岁的有 (# 人)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

单位. 人

年份
年龄段 %岁'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年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年按领域统计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结果见表 ( H' H' H("! 人口与健康领域

重点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较大! 大概在 *# 岁左右) 材料与工程领域重点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较小!

大概在 ,, 岁左右)

表 ! "# "# "!%$联合基金各领域重点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统计 %%&&'!%&&('

单位. 岁

领域 "##+ 年 "##& 年 "##% 年 "##$ 年

总平均年龄 ,& ,% ,, ,$

农业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电子信息 ,& *" ,' ,*

%'' 按项目组成员组成统计

"##+&"##% 年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成员组成情况见表 ( H' H' H(' 至表 ( H' H' H(*) 由表可见!

农业领域* 电子信息领域的高级职称人数呈下降趋势! 材料与工程领域的高级职称人数呈上升趋势!

人口与健康领域* 资源与环境领域相对稳定) 联合基金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情况见表 ( H' H' H(+! 参

与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的比例逐年增加! 研究生则保持相对稳定)

表 ! "# "# "!#$资助项目成员组成情况 %%&&''

单位. 人

领域
项目成员组成

总人数 高级人数 中级人数 初级人数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综!!!述



!! %续上表'

领域
项目成员组成

总人数 高级人数 中级人数 初级人数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表 ! "# "# "!*$资助项目成员组成情况 %%&&)'

单位. 人

领域
项目成员组成

总人数 高级人数 中级人数 初级人数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表 ! "# "# "!,$资助项目成员组成情况 %%&&+'

单位. 人

领域
项目成员组成

总人数 高级人数 中级人数 初级人数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合计 '$( (", +, (* (& $* &+

农业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人口与健康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资源与环境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材料与工程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电子信息 ("+ "$ (+ + , '+ '*

占总数的比例 %.' (##-## "'-#" ("-&# ,-&+ '-(& "%-*&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联合基金人才培养情况 %%&&'!%&&+'

年度

'* 岁以下青年学者参与 博士生硕士生参与

青年学者

人数

占总人数

比例 %.'

项目平均青年

学者人数
研究生人数

占总人数

比例 %.'

项目平均

研究生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广东省内外科研人员的合作情况

促进广东省内外科研人员的合作是联合基金的目标之一! 为更好地探讨联合基金资助项目中广东省内

外科研人员的合作情况! 本研究把合作方式分为以下 +种情况进行讨论. EB广东省内科研人员承担并与广

东省外科研人员合作- 5B广东省外科研人员承担并与广东省内科研人员合作- :B广东省内一个单位承担-

7B广东省内科研人员合作的项目- =B广东省外一个单位承担- IB广东省外科研人员合作的项目)

其中! E1:17' 种情况的依托单位为广东省内科研单位! 51=1I' 种情况的依托单位为广东

省外科研单位)

(B"##+&"##$ 年申请项目的省内外合作情况

从 "##+&"##$ 年申请项目情况看 %见图 ( H' H' H"'! 申请项目依托单位为广东省内科研单位

%E1:17' 的占大多数! 依托单位为广东省外科研单位 %51=1I' 所占比例! "##+ 年为 ,+-*(.!

"##& 年为 ,*-(%.! "##% 年为 ,(-(&.! "##$ 年为 '+-+&.! 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由广东省内一个科研单位单独申请承担 %:' 的项目比例较大! 在 "*. '#.之间! 但 ' 年来已

逐年缓慢下降) 而由广东省科研人员申请承担并与省外科研人员合作 %E' 的项目比例! 近 ' 年都维

持在项目申请总数的 ()* 左右! 且呈上升趋势) 可见! 在项目申请过程中! 申请人在构建团队时开始

重视省内外科研力量的整合)

图 ! "# "# "%$联合基金申请项目省内外合作情况 %%&&'!%&&('

&+综!!!述



"B"##+&"##$ 年资助项目的省内外合作情况

由图 ( H' H' H' 可见! 资助项目依托单位为广东省内科研单位的 %E1:17' 占了大部分!

"##+ 年为 +%-"$.! "##& 年为 &,-'+.! "##% 年为 &%-'&.! "##$ 年约 &*-##.) 依托单位为省外科

研单位的资助项目呈现减少的趋势) 但在依托单位为省内科研单位的资助项目里! 由广东省科研人员

承担并与省外科研人员合作的资助项目 %E' 呈上升趋势! 从 "##+ 年的 "(-$*.上升到 "##& 年

'*-$#.! 到 "##% 年该比例大幅提升到 *'-*&.)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省内一个科研单位承担的资助

项目 %:' 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 "##+&"##& 年省内一个科研单位承担的资助项目大概维持在 '#.左

右! 到 "##% 年该比例下降到 (&-%+.! "##$ 年下降到 (,-"$.) 可见! 联合基金在促进省内外科研合

作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图 ! "# "# "#$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省内外合作情况 %%&&'!%&&('

虽然申请项目能否获得资助取决于诸多因素! 但是对比省内外科研单位作为依托单位的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 引出一个问题&&&省外依托单位资助项目的减少是否会挫伤省外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如

何通过指南导向! 既保证联合基金资助项目切合地方需求! 又吸引省外科研人员参与项目研究! 值得

我们进一步调查和探讨)

三*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体系的初步构建

%一' 联合基金的特点

联合基金主要围绕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农业* 人口与健康* 资源与环境* 材料与工程* 电子信息五

大领域开展创新性应用基础研究! 吸引和凝聚全国各地及广东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决广东省社会经济

发展面临的 "瓶颈性# 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联合基金注重应用基础研究对广东未来科技发

展的后发性推动作用) 同时! 通过研究活动带动广东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 推动广东在若干研究领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域逐步形成特色和优势) 联合基金最终的目标是通过资助具有创新性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实现科技

人才和科技成果的 "双转移#)

因此! 联合基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B目标的定向性&&&联合基金立足于广东! 重点解决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技

术问题)

"B成果的可应用性&&&联合基金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究! 以便更快* 更直接地服务于广东经济

和社会发展)

'B人员的整合性&&&倡导和鼓励省内外的科技人员共同参与! 联合研究! 以促进广东科技人才

的成长)

%二'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年年底! 首批 '$ 项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即将结题! 届时如何评价该基金的总体绩效! 是亟需

解决的问题) 建立一套既符合科技活动客观规律! 又反映联合基金特色和目标定位的绩效评估体系!

是对联合基金进行总体绩效评估的关键)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应在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的中期进展评估* 项目结题绩效评估的基础上进行! 因

此! 本课题涉及内容包括项目中期进展评价* 项目结题绩效评价和联合基金绩效评估 ' 个部分)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他省科学基金项目和其他科研项目的评价资料! 结合联合基金的特

点! 我们初步制定了对联合基金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见表 ( H' H' H(&') 这个指标体系是针对联合

基金工作的总体评价而制定的! 同时作为联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估的原则和基础)

表 ! "# "# "!)$课题组初步建立的联合基金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联度
研究领域与广东产业发展的关联性

研究领域与广东* 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关联性

人才培养
研究生培养

课题组人员成长

合作与交流

课题组人员参加或承办学术会议

在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

合作研究情况

成果与创新

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

成果的创新性

成果的应用或应用的可能性

项目延伸
项目提升为国家基础研究项目

项目延伸为省部级以上应用类研究项目

管理与组织实施

管理模式

项目管理

经费管理

(B关联度

关联度是指联合基金的立项项目与广东省产业发展和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的关联程度! 对解决广东

省社会* 经济* 科技未来发展的贡献程度)

$+综!!!述



"B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基础研究的目标之一! 联合基金设立的目标之一也是促进广东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

养) 因此! 通过联合基金项目培养出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应作为联合基金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B合作与交流

广东联合基金不仅要吸引全国优秀科学家与广东科研队伍联合开展研究! 而且要以此推动广东基

础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提高广东基础研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因此! 合作与交流也应作为联合基

金评价的重要指标)

,B成果与创新

联合基金项目要体现其创新性! 创新成果是联合基金的追求目标! 也是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 包

括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创新成果的应用两个方面)

*B项目延伸

联合基金设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广东省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 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体现在成

果! 另一方面体现在广东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

+B管理与组织实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设立的联合基金是科学基金的新尝试! 必须及时对其

管理组织模式* 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进行评估! 以达到进一步完善的目的)

四* 关于联合基金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调研

本课题组设计了基于联合基金绩效评估体系设计的调查问卷! 并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

分别对中期检查评审专家* 项目申请人* 项目负责人 ' 个不同的群体发放调查问卷进行了调查! 针对

评审专家首次发放调查问卷 *, 份! 回收 *' 份! 第 " 次发放调查问卷 '& 份! 回收 '& 份- 针对项目申

请人发放调查问卷 ,, 份! 回收 ,' 份- 针对项目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 '( 份! 回收 '( 份) 对调查问卷

反馈信息进行统计! 按联合基金绩效评估体系的指标分类! 并把评审专家* 项目负责人* 项目申请人

意见进行了对比分析)

(B联合基金绩效评估指标的设置 %略'

"B关联度分析 %略'

'B人才培养分析 %略'

,B合作与交流分析 %略'

*B成果与创新分析 %略'

+B项目延伸分析 %略'

&B管理与组织实施 %略'

%B联合基金绩效评估体系各项指标的权重调查 %略'

$B项目中期进展)结题绩效评价体系与联合基金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 %略'

五*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的初步结果

%一' 联合基金实施以来的成就与社会反响

联合基金实施的 , 年来! 产生了良好的引智效果与社会影响! 被科技界广泛认为有力地促进了广

东省基础研究工作! 密切结合广东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 可持续问题! 很好地促进了科技与

经济的更紧密结合! 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引力和动力)

在科研团队建设方面! 联合基金有效地引导了省内外科研人员的科研合作! 在项目申报时越来越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注重省内外科研团队的配合)

在项目延伸方面! 经过国家基金和联合基金的持续资助! "##$ 年中山大学许宁生教授团队第 " 次

获得 "$&'# 计划资助! 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学部院士)

在创新成果方面! 根据 "##$ 年 " 月的中期检查成果统计数据显示! 首批资助项目在执行的前两年

已合计发表 <:4* =4论文 +* 篇! 发表会议论文 (*" 篇! 申请专利 ", 项!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 人

次) 部分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已走向应用研究甚至产业化的道路! 并取得初步经济社会效益)

如在联合基金的资助下! 中山大学罗笑南教授带领的研发团队与清华大学* 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国

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作! 集中研究了数字家庭产业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基础问

题. 数字媒体智能处理&&&可视媒体智能处理理论与传输方法以及数字家庭无线网络体系结构及兼容

性理论) 在 "%+'# 计划* 国家支撑计划等项目的延伸支持下! 该理论发展为应用技术! 并直接形成

发明专利 '& 项! 8:9" 项) "##% 年相关 % 类 ,# 多项数字电视交互服务试点应用示范已经在广东* 香

港* 江西* 广西等地区推广! 试点用户数量达到 (#-( 万! 形成 *# 亿元)年的产业规模) "##% 年在数

字家庭领域吸纳了 *## 名大学生就业) 基于国家基金和联合基金项目的持续支持! 我国在数字家庭领

域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上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体系) 随着研究深

入和应用推广! 数字家庭产业平台将带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进一步促进地区产业升级和珠

三角数字家庭产业发展! 实现全国数字家庭产业链的科学发展)

如虹彩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研究! 在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下! 中山大学海洋学院何建国教授团

队从基础研究开始! 完成 ' 个脊椎动物虹彩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 课题组提

出了虹彩病毒的 ( 个新属! 并找到该病毒里 ' 个与鱼类免疫信号传导系统相互作用的基因! 研制出的

弱活疫苗实验室数据收集阶段已完成) 在佛山市顺德区的实验中! * ### 尾淡水鱼只死了 " 条! 且其死

因并非虹彩病毒! 而疫苗对海水鱼的保护率也达到 %#.) 该团队正向农业部申请中试批文! 一旦获

批! 即投入规模化中试! 以期早日实现虹彩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的产业化! 推动广东省重要产业&&&水

产养殖业的发展)

%二' 联合基金绩效评估的初步结果

(B先行先试! "借资# 创立了地区联合基金的全新模式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合作! 首次建立了地区联合基金这种新的科学

基金! 无论是联合基金的管理和组织模式! 还是联合基金的项目组织实施! 都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这

种联合管理模式在促进基础研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结合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广东建

立联合基金之后! 云南省也参照该联合基金的模式! 与国家基金委建立了云南联合基金)

"B开放引智! "借脑# 解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问题

联合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和凝聚全国及广东的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 , 年来的实施结果表明! 其资助的项目与广东

产业发展和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紧密联系! %#.的项目评审专家* $#.的项目申请者和项目负责人认为

资助项目与广东的产业发展有较好的关联度) 因此! 联合基金的实施必将达到借脑解决广东省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科技问题! 促进科技未来发展的目的)

'B加强合作! "借力# 促进建设广东科技队伍和提升科研水平

联合基金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全国各地优秀科学家参与! 并与广东科研人员联合开展研

究) 统计表明! "##+&"##& 年省内一个科研单位承担的资助项目大概维持在 '#.左右! 到 "##% 年该

比例下降到 (&-%+.! "##$ 年下降到 (,-"$.! 这说明省内外合作承担的联合基金项目比例大幅度增

加! 达到 %#.以上) 因此! 联合基金的实施! 将推动广东科学研究与省外科研力量的合作和交流! 同

时也促进了广东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 并通过合作! 借力促进广东科技队伍的建设! 提高广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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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提升广东的科研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六* 联合基金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为促进联合基金进一步发展! 在解决广东及珠三角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

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 共同增资! 扩大联合基金的资助规模

联合基金每年 * ### 万元!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资 ( *## 万元! 广东省人民政府出资

' *##万元共同设立的) 实施 ' 年多来! 资助了一批高水平的项目! 到目前为止共资助 ('+ 项! 资助经

费超过 (-+,, 亿元) 这些项目无论从选题方向! 还是研究团队力量* 研究条件来看! 每年都在提高!

强调解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发展的 "瓶颈# 性基础研究问题! 注重基础研究对广东未来科技

发展的后发性推动作用) 但是! 由于资助规模有限! 有一些好的项目 %也是解决制约广东产业发展的

重要问题' 不能得到及时资助) 如 "##% 年申报项目 (%+ 项! 仅资助 "% 项! 资助项数偏少) 因此! 建

议扩大联合基金的资助规模! 争取每年 ( 亿元的资助规模! 同时增大资助强度! 只以重点项目形式给

予支持! 以便及时* 重点解决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

键技术问题! 促进广东的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二' 拓宽领域! 重点支持解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问题

目前! 联合基金主要围绕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农业* 人口与健康* 资源与环境* 材料与工程* 电子

信息五大领域开展创新性应用基础研究! 已取得初步的成效) 但是! 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 一些

新兴领域如能源* 纳米等领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支持) 考虑广东的产业升级的需求! 特别是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建议根据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拓宽联合基金的资助领域! 如能源* 纳米* 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 但领域拓宽了! 必须优先遴选* 重

点支持解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问题! 而不是简单地扩大资助领域)

%三' 围绕科技问题! 调整联合基金的资助模式

"##+年! 联合基金的定位是主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提升加强广东省的原始创新能力! 资助项目

的研究成果将直接成为广东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源泉和后盾) 项目的组织和管理都是

按这个目标进行的! 并初见成效) 但是! 广东的经济正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效益型* 内涵型发展

模式转变! 面临如何解决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对科学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因此! 我们在组织联合基金的项目时! 应重点关注解决了什么重大科技问题! 除了资助应

用基础研究以外! 也可资助从应用基础研究做起的技术研究! 也就是资助开展从应用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技术研究的项目系统研究! 以及时解决广东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共性技术) 这样! 可以更快

更好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四' 加强合作! 进一步发挥省外科技人员的作用

联合基金设立的宗旨是吸引和凝聚全国及广东优秀科学家! 重点解决广东地区经济* 社会* 科技

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其特色就是 "立足广东* 面向全国#) ' 年来! 联合基金

也是遵循这个宗旨而实施的) "##+&"##% 年广东省外科研人员主持或参加申请的项目数占总数的 +#.

左右! 资助项目中省外科研人员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占 +#.左右! 且由省外科研人员承担并与广东省内

科研人员合作的项目申报比例逐年增加) 这表明联合基金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且得到省外优秀科

学家的认同) 建议联合基金要加强省内外科技人员的合作! 进一步充分发挥省外科技人员的作用! 特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别是在广东科技发展的战略研究方面! 在联合基金的指南制定阶段! 尽可能多邀请省外相关领域知名

专家参与! 从国家发展的层面! 面向广东的产业发展需求! 确定联合基金的项目指南) 建议今后原则

上受理省内外科技人员共同申报的研究项目! 原则上资助省内外科研单位共同承担的研究项目! 以达

到联合基金预定的目标)

%五' 领域支持与基地建设相结合! 逐步在某些领域形成可持续竞争力

根据国际科技的发展趋势! 科学研究不仅是实施研究项目* 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形成

研究团队* 建设科研基地! 以保证在该研究领域的可持续竞争力) 另一方面! 现代产业的发展! 也需要

科技的持续支撑! 以提高* 保证技术*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 我们要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规划

广东未来的科技发展领域! 重点关注和稳定支持省内外国家级科研基地在这些领域申报的研究项目! 以

逐步形成科研团队! 进一步建设好或争取建设若干国家级研究基地! 提高广东的科技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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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自主创新重大专项战略研究总报告 !节选"

!(&&+ 年 %( 月"

一# 广东实施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的背景及意义

重大科技专项是政府为完成地区发展目标( 通过分析和筛选( 选择未来一定时间内科技发展的重

大战略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 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重大科技专

项在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组织实施形式( 如美国的先进技术计划和制造技术推广合作计

划# 法国的大型技术发展计划等) 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是在常规科技计划体系中的突破( 承托着政

府引导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冲击力量( 是实施自主创新过程中的冲击钻)

!一" 重大科技专项是国内外提升科技作用的重要手段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推动创新实现国家目标的通行做法

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在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重大科技专

项的实施( 并通过科学严谨的关键技术选择和产学研结合形式进行开展( 效果明显) 国际经验表明(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为代表的重大专项实施( 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 一项重大专项的实施( 能带

动相关产业# 技术和学科的发展( 形成新的增长点) 美国根据两年一度的关键技术报告( 选定重点支

持的技术领域和专项技术* 韩国在 %++( 年提出的 +0' 计划,( 筛选出 %% 项面向产品的技术和基础技

术* 日本于 %++* 年选定 ) 个战略技术领域( 并委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实施了 *& 个重点研究项目) 西方

发达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的筛选( 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并以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

美国把关键技术定义为 +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 德国要发展 +对国家经济

有决定性影响( 而且考虑到技术发展的趋势并可在大约十年左右有重要的商业应用的技术,* 欧盟重

点发展 +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 提高生活质量( 增加就业机会( 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跨部门# 跨行业的

通用技术,* 韩国的关键技术为 +能够给经济带来最大潜力( 并对社会有综合效益的基础性通用技术

和应用性产业技术,) 纵观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选择与实施( 效果突出( 对提高产业竞争力#

增强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起到重要作用) 如美国在上个世纪 +& 年代实施的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不仅

使美国经济持续 + 年保持正增长( 还使互联网相关技术在全世界推动)

各国的经验表明( 重大科技专项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性- 一是重要性( 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国

家安全至关重要( 技术突破# 创新和应用对经济发展有全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通用性( 应用领

域广( 能够促进多种行业发展) 三是带动性( 有利于促进和带动其他多项技术的发展) 四是实用性(

紧密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地区发展目标( 并最终能形成市场所需的产品# 设备# 系统

或工程)

(/我国 +十五, 期间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成果显著

+十五, 期间( 科技部为了推动人才# 专利# 技术标准三大战略( 组织实施了 %( 个重大科技专

项) 专项依托 +十五, 科技发展规划( 集成和整合相关科技资源( 选择研究基础好# 体现国家战略性

要求( 并有望在 " * 年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的关键和热点技术领域进行部署) 截至 (&&* 年年

底( %( 个重大科技专项进展顺利( 在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 功能基因组和

生物芯片# 高速磁悬浮列车# 电动汽车# 传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食品安全# 农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产品加工* 奶业发展* 农业节水* 重要技术标准等领域都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并实现了政府对项目的

统筹集成! 协调了全社会资源力量) "十五# 期间! (" 个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投入 (%,-%" 亿元! 其中政

府资金占 '&-#. %包括国拨资金* 部门匹配和地方匹配') 从产出来看! (" 个专项成果斐然! 共获得

专利授权 ( %&* 项! 其中发明专利 ( (&$ 项- 颁布各类标准 % &#, 项! 其中国际标准 ("+ 项* 国家标准

" '"( 项)

'B广东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急需重大科技专项的带动

广东具有全国最大的经济总量! 已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为龙头的九大

支柱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 '#.! "##& 年达到 (-$ 万亿元) 在广

东快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经济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仍存在着问题! 需要通过重大科

技专项的实施带动)

一是广东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仍存在关键 "瓶颈# 技术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水污染和空气

污染问题带来环境的破坏! 新发和传统的重大疾病时刻危害着我们的生命! 资源缺乏* 能源短缺* 自

然灾害等一直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素质提高! 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困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社会中的

关键问题和热点问题! 急需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产生技术突破! 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社会

环境)

二是对广东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增长行业正处于关键的启动与高速增长时期) 新一代移动通

讯* 新型汽车* 数字化家庭等在未来几年将步入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以及一些新兴的高附加值制

造业和服务业! 需要有预见性的政府引导和推动! 需要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通过技术突破和产

品创新推进产业化带动进程)

三是省委* 省政府出台的各项重大工程! 科技部门必须从科技层面给予技术支撑) 科技部门要密

切联系省委* 省政府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重大工程的配套实施! 突显科技对经济

和社会的重大贡献)

,B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技术突破成效明显

广东在历年来开展过不同类型的重大科技专项! 譬如 ($$$ 年启动的科技创新百项工程以及目前

正在开展的粤港联合招标项目! 这些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已逐步取得良好的效果)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

突破项目自 "##, 年实施以来! 每年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 选择一批关键领域与重点项目进行重

点支持) "##, 年重点支持了六大领域的 "+ 个重大项目! 到 "##+ 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超过

(##项! 分布在 & 个关键领域! 其中还包括 + 个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 通过逐年的项目修订

与领域调整!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对粤港两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层层推进* 逐

项攻破! 成效显著) ($$$ 年开展实施的科技创新百项工程! 率先打响了建设创新型广东的第一枪! 为

"十五# 期间广东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并积累了丰富的重大专项组织实施经验)

%二' 新时期实施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是实现广东科技突破和跃升的关键

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和 "十一五# 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举措! 强调以科技发

展的局部突破与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重大科技专项也是本省集中有限科技资源! 进行集中突

破的关键所在! 是未来本省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它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B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贯彻科技方针的重要途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提出了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

发展! 引领未来# 的十六字方针) 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是贯彻此 "十六字方针# 的重要途径)

首先!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能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 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重大科技专项有计划地* 有重点地集中相关力量进

行原始创新! 解决社会发展和基础研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通过优选和集中经费* 人才* 设备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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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集成创新! 重点攻克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对近期难以自主突破的关键技

术!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拉近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

其次!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重点跨越的集中体现) 重点跨越就是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 选择具

有一定基础和优势* 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重大科技专项集中攻克未来两三年内广东急需且能够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 尤其是重点产业中产业链

的核心技术问题! 是重点跨越的重要举措和体现)

再次!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支撑发展的重要手段) 支撑发展! 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

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 面临着保持增长

和提高质量效率的双重任务! 面临着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双重要求) 科学技术对于经

济发展的作用! 必须要从当前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重大技术瓶颈! 切实解

决人口* 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重大科技问题! 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通过实施重大

科技专项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研究! 能扫清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路障! 支撑广

东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最后!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是科技引领未来的重要步骤) 引领未来! 就是着眼长远! 超前部署前沿

技术和基础研究! 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培育新兴产业!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科技专项的前瞻

性和预见性! 决定了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头) 重大科技专项的筛选通过高层次专家的调研与论证!

通过科学的技术预见反馈未来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动向! 准确地判断出广东要超前部署的技术研

究领域! 并通过有效的项目组织和实施达到引领未来科技*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B组织重大科技专项体现决策科学化! 是科技计划改革的重要方向

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是在广泛的集思广益* 民主决策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筛选! 代表了各个领域

和层次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的共同意见! 使管理决策更透明* 决策方法更科学) 徐冠华指出! 市场

经济条件下组织重大科技专项要注意 ' 点. 科学决策* 敢于决策和宽容失败) 在重大科技项目及技术

路线选择上! 机遇和风险并存! 重大专项的决策问题是对政府决断能力的一个重大检验) 因此! 政府

要通过有效机制保障科学决策! 并慎重对待与重大项目相关的策略问题) 从另一角度看! 组织实施好

重大科技专项! 是科技管理部门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体现)

广东科技计划体系正面临着重点不够突出* 计划项目平均分配资源不足的问题) 着手组织实施重

大科技专项! 弥补科技计划体系中的系统缺失! 是目前国内外的普遍做法! 其对科技计划体系改革的

意义在于. 一是改变过去科研项目资源配置分散的 "大锅饭# 手段! 突出政府 "有所为! 有所不为#

的指导原则- 二是通过重点项目的支持! 有效分离出产业优先领域与核心研究队伍! 有助于广东科技

创新优势的清晰定位- 三是通过政府主导的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带动其余科技计划项目的非政府科

技资源参与! 引导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 四是增强整个科技计划体系的结构性与完整性! 体现金字塔

型的科研计划体系架构)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改革表明! 重大专项的实施! 能够有效地推动科技计划从

注重单项创新转变到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 并强调在集成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重

大科技专项的实施还推动创新模式从以跟踪模仿为主! 向以自主创新和实现技术跨越发展为主的转

变) 通过广东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 打破旧的科技计划体系框架! 是科技管理工作上的创新与自

我完善)

二* 国内外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方法和组织措施

%一' 几种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主要方法

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方法有很多! 其中国内外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德尔菲法* 大规模德尔菲法* 专

家会议法* 情景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等) 这些方法各有特点! 各国根据自身的特点选取适合的方法进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行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

表 ! "# "* "!$几种选择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方法 特点 优点 缺点

德尔菲法

匿 名 性* 统

计 性* 反 馈

性和收敛性

能充分吸收专家的经验和学识!

采用匿名方式! 专家可以不受

他人的影响而作出自己的判断!

预测过程经过几轮反馈! 使预

测结果更趋于相同)

(B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动用大批专家!

管理费用较高- "B反复发放* 回收调

查问卷! 需要时间比较长! 过程比较复

杂- 'B参与者不广泛! 预测结果不能

代表更多阶层的意见)

大规模德

尔菲法

与经典德尔

菲方法的特

点基本相同

参与者更多! 来自更多阶层!

考虑因素更广泛! 使预测结果

更客观可靠)

(B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动用大批专家!

管理费用较菲尔德法更高- "B反复发

放* 回收调查问卷! 需要时间比较长!

过程比较复杂)

专家会议法 思维启发性
便于信息交流与反馈! 互相启

发! 弥补个人意见的不足

(B大规模多阶层的专家会议难以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限! 决策多半是自上

而下的思维方式! 缺乏自下而上的信息

流通! 因此代表性不充分- "B受权威

的影响较大! 容易压制不同意见的发

表- 'B易受表达能力的影响! 而使一

些有价值的意见未得到重视- ,B由于

自尊心等因素的影响! 使会议出现僵

局- *B易受潮流思想的影响等)

情景分析法
思维启发性*

直观性

能够对未来前途作出长期的和

多种可能性的描绘! 而且能够

强调出其中的特征性现象! 同

时还考虑心理* 社会* 经济*

政治等方面的状况! 使人易于

全面理解相互间的联系! 因而

有助于拟定解决问题的具体

方案)

操作过程复杂

层次分析法
定 性* 定 量

结合分析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处理各种

决策因素! 系统灵活简洁

%二' 国内外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方法

在关键技术的选择方法上! 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不断学习和改进! 并在很多方面存在类似的地

方) 美国是最早采用经典德尔菲方法进行关键技术选择的! 而日本* 德国在仿效美国的做法的同时!

将德尔菲法做了改进! 采用大规模德尔菲方法进行关键技术选择) 英国则用经典德尔菲方法和专家会

议法相结合! 法国采用专家会议法! 韩国* 中国主要采用经典德尔菲方法! 台湾省主要采用专家会议

法和德尔菲法相结合)

各国对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技术选择的方法存在差异! 主要是由各国的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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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组织形式以及各种选择方法的特点造成的)

(B从各国的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技术选择的组织形式看

在组织上! 为了保证关键技术选择的权威性和影响性! 一般都要建立高层专家组成的关键技术选

择委员会) 各国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技术选择的专家委员会多半是产学官合作的形式) 在具体选择过

程中! 调查和咨询对象也包括了学术界* 企业界和国家机构人员! 只是不同国家三者比例有所不同)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的组织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下列 ' 类. %(' 政府直接组织与实施- %"' 政府委托研究

机构进行- %'' 非政府部门独立进行)

表 ! "# "* "%$部分国家和地区关键技术选择的组织形式与选择方法

国家)地区 组织形式 选择方法

美国 国会委托兰德公司组织实施 专家会议法

日本
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组织! 委托下属研究机构

具体承担
大规模德尔菲法

德国
政府教科研技部门组织! 委托弗朗霍夫系统与

革新研究所实施
大规模德尔菲法

英国 政府科技部门组织实施 德尔菲法和专家会议法相结合

韩国 国家科技部组织! 由科技政策研究所负责实施 德尔菲法

中国
原国家科委政策体制改革司和综合计划司共同

组织

德尔菲法* 专家会议法和层次

分析法相结合

中国台湾 信息工业研究所组织实施 德尔菲法* 专家会议法

南非 艺术* 文化和科技局组织实施 情景分析法

欧盟 情景分析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德尔菲法* 情景分析法相结合

"B从各国的技术预测时间跨度看

各个国家 %地区' 对技术预测的时间跨度不一样! 有的需要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具有前瞻意义的技

术! 有的只需要预测未来几年与经济社会* 产业相适应的技术) 根据预测时间长短以及预测技术战略

意义的不同! 可将技术预测分为技术预见和国家关键技术选择)

技术预见是要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 技术* 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以确定具有战略

性的研究领域! 并选择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化贡献的通用技术) 而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是在

社会资源有限*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 为实现国家目标! 在弄清现状* 把握未来的基础上选择

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 虽然技术预见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在一些国家的报告中并未加以区别! 实际上

技术预见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是有区别的! 在一些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此外! 技术预见的范围比较

广! 从整个国家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的宏观层次到区域或产业协会的中观层次! 直到单个

公司和研究组织的微观层次) 而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则突出国家关键技术发展的战略性* 前瞻性* 宏观

性和综合性! 强调国家目标的实现)

由于上述的差异! 因此! 在选择预测方法上就存在差别) 每种技术选择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 有

的适合技术预测时间跨度长 %进行技术预见' 的国家! 有些只适合技术预测时间跨度较短 %进行国家

关键技术选择'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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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部分国家和地区技术选择的时间跨度和选择方法

国家)地区 时间跨度 选择方法

美国 * (# 年 专家会议法

日本 '# 年 大规模德尔菲法

德国 '# 年 大规模德尔菲法

英国 "* 年 德尔菲法和专家会议法相结合

韩国 "* 年 德尔菲法

中国 (# (* 年 德尔菲法* 专家会议法* 层次分析法相结合

中国台湾 德尔菲法和专家会议法相结合

南非 情景分析法

欧盟 情景分析法

%三' 国内外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组织措施 %略'

%四' 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方法与流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重大科技专项或关键技术的选择! 均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包括技术水平* 管

理经验* 投入强度* 区域定位等)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对广东选择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

项工作启发作用明显) 从理论方法* 选择过程* 组织实施等方面! 都给予广东很好的借鉴)

(B国内外选择重大科技专项的经验对广东的启示

综合国内外对关键技术的选择方法和组织方式!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广东选择重大科技专项有

一些启示. %(' 选择理论方法的混合使用- %"' 处理好质量与效率的关系- %'' 注重结合本地实践

与分析- %,' 专家决策咨询是选择关键- %*' 政府组织为主! 机构为辅)

"B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方法与流程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结合广东科技进步情况和多年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经验! 广东在自主创新重大

科技专项的选择方法和流程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管理经验与形势分析相结合* 专家咨询与研究

分析相结合* 重点领域与优先发展相结合 , 个主要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绘出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

专项的选择流程图 %如图 ( H' H, H(')

图 ! "# "* "!$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选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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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选择流程图 %以下简称 "流程图#'! 选择广东重大科技专项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 头脑风暴法&&&初选项目清单

头脑风暴法是一种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其特点是让与会者敞开思想! 使各种设想在相互

碰撞中激起脑海的创造性风暴) 在重大科技专项选择过程初期! 集中一批相关领域专家和科技管理者

对重大专项的选择提出创新型意见和战略! 并初步选出项目清单) 从组织层次上! 分为两个层次上开

展头脑风暴选择. 一是宏观层面的总体战略进行头脑风暴! 二是在主要领域开展头脑风暴初选项目

清单)

在宏观层面上! 由省科技厅牵头组织科技管理* 战略研究* 方法论等领域专家! 以专家座谈会的

形式开展头脑风暴法! 以创新思路提出选择广东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的总体思路和战略! 初步拟定

重大专项的选择方向)

从小组层面! 在省科技厅主要业务部门开展讨论! 处室内的科技管理人员开展头脑风暴法! 结合

管理经验与当前热点! 提出选择重大科技专项的初选项目清单) 处室部门的头脑风暴法能集中大多数

该领域科技管理人员的见解! 有效减少个人意见的出现) 通过小组层面选择的项目初选清单! 将提供

给下一步的专家进行评议)

图 ! "# "* "%$重大专项选择头脑风暴法的过程示意图

%"' 专家会议法&&&评议项目清单

省科技厅在获得初选项目清单后! 组织高新技术* 社会发展和农业 ' 个领域专家分组召开咨询会

议! 发挥专家集体的智能结构效应! 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状况作出判断! 并讨论研究重大科

技专项的筛选) 首先! 专家通过自由发言互相启发! 并通过内外信息的交流与反馈! 进而对选择的项

目清单形成一定的共识! 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筛选过的重大科技专项清单) 一方面! 专家根据主持人的

提示对初选项目清单中的项目进行评价和商议! 判定其是否符合重大科技专项的要求- 另一方面! 专

家要根据掌握的知识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进行判断! 提出可列入重大科技专项的项目)

%'' 项目可行性分析

根据专家筛选过的重大科技专项清单 %主要是大领域和方向'! 进行项目的详细分析与论证) 以

重点领域为单位! 从大学* 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中抽选专家形成专家研究组! 对重点领域进行研

究分析和论证! 并撰写各领域的重大科技专项战略研究报告) 在研究内容上! 包括重点领域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 自主创新的关键技术和新进展! 广东自主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并最终提出该领域中的自主

创新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的重大科技专项)

三* 世界重大专项的技术发展趋势及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重大专项的需求

世界各国重大专项的选择! 是根据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各国的战略需要进行遴选的! 而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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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科技发展战略* 规划等结合在一起) 如美国认识到纳米技术将会引发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发展纳米技术将对美国保持其世界竞争力至关重要! 因此通过实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来加快纳米技术

领域的发展) 关键技术是重大专项的基础! 是解决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 更是创造新产业的根本! 而

重大专项则是关键技术突破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因此! 了解世界各国关键技术的特点和科技发展趋

势! 有利于选择本省的重大科技专项)

%一' 世界主要国家关键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

(B影响重大科技专项与关键技术选择的各领域技术发展趋势

关键技术是科技重大专项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 关键技术指的是在产业发展中制约

产业发展* 属于瓶颈阶段* 处于重要地位的技术! 如果这个技术不能进步! 其他技术也将受制约! 进

而影响产业发展) 而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 关键技术是指对国家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能提高产业竞争

力和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而且适应科技发展趋势! 在一定时间内具有重要商业

性的跨部门* 跨行业基础通用技术和应用技术) 可见! 关键技术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其瓶颈性* 时效

性* 带动性* 并带有部分通用性)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日益增长! 目前世界关键技术的发展正处于快

速上升阶段) 根据 $"##& 年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 和中国科学院 $"##& 高新技术发展报告( 的资

料显示! 信息通信* 新能源* 新材料* 航天* 生命科学* 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已成为各国

追捧的技术对象)

%(' 信息通信技术风采不减

当代信息通信技术始终风采不减! 继续向深亚微米* 大规模集成* 网格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提高! 将不可逆转地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 "连通的信息化世界#)

新的通信技术* 下一代互联网* 计算机和高智能机器人仍是持续的热点)

%"' 能源技术呈多元化发展

"(世纪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多类能源转换系统的集成! 物理能* 化学能及物理* 化学的优

化梯级利用) 目前及在可预见的将来! 煤炭* 石油等矿物燃料仍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

重! 但人们对核能及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 水力能* 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在整个能源消耗

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显著提高)

%'' 新材料技术发展势头强劲

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当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 而且给信息* 绿色制造* 生物和

医学等领域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 进入新世纪! 新材料继续向材料的结构功能复合化* 功能材料智能

化* 材料与器件集成化* 制备和使用过程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其中纳米材料技术已成为新材料技术发

展的重要领域)

%,' 民用航天技术在竞争中发展

发展航天技术! 加快卫星服务业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的转移和渗透! 已成为各国 "( 世纪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 航天技术的产业规模日益扩大! 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参

与到航天技术的发展之中) 据估计! "( 世纪头 (# 年! 全世界将有 + *## 亿 % ### 亿美元投入到航天

市场中)

%*' 生物技术风头正劲

现代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正在成为 "( 世纪引发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方面! 现代生物

技术不断突破物种界限! 有效地改造了生物有机体的遗传本质- 另一方面! 现代生物技术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显著! 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 "( 世纪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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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自 "# 世纪 $# 年代作为一个新的产业概念被提出后! 得到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的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 文化创意产业一般是指来

源于创意或文化的积累! 通过知识产权的形成与运用! 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 并促进整体生

活环境提升的行业) 与文化产业相比较! 文化创意产业除了扩大了产业范围外! 更加注重以政策引导

带动产业转型增值! 将文化部门直接转变为产业部门)

%&' 技术交叉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

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而重大科技问题往往都是跨学科* 跨领域的问

题! 重大创新和突破更多地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 据资料显示! 以纳米技术为基础! 生物技术* 纳米

技术* 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这四大技术领域的汇聚融合速度将越来越快) 一方面! 四大技术融合不断

催生的一些新兴学科和融合技术领域! 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在关键技术的选择与部属方面的主导趋势)

另一方面! 这些关键技术的融合给经济注入了活力) 它们与传统产业有机结合! 以强大的渗透性* 带

动力和成长性! 推动着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了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 促使各种生产要素紧密结

合! 并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带来深远的影响)

%%' 关键技术的选择和部署将继续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尽管世界各国对重点技术领域的选择和部署有着一定的差异! 但是许多国家都根据世界科技发展

趋势和本国国情! 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把发展战略性关键技术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集国

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 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仍是影响关键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

关键技术开发本身不是目标! 也不是目标之所在) 它不仅受推动科技进入新的前沿领域的驱动

外!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满足现有或已发觉的社会需求而开发新技术) 美国兰德公司撰写的 $全球技术

革命深度分析( 报告! 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和国际商务* 改善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等八大

既是当前又可能在将来继续成为全球社会健康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 与报告划定的前 (+ 项关键技术

的应用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发现致力于投资和扩散那些与多个问题相关的关键技术应用将会更容易招

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使得该项关键技术更易于突破和实现) 报告中还指出! 就前 (+ 项技术应用而

言! 有 (" 项与改善个人健康有关! (# 项与影响治理与社会结构有关* $ 项与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商

务* 改善公共卫生* 加强国土安全有关) 这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仍是影响关键技术选择的

重要因素)

"B主要国家组织重大专项和选择关键技术的特点

近年来! 许多国家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 并通过科技战略的部署和长远科技规划的实施!

以争取科技竞争的主动权) 而且各国一般都制定一些专项的科技来配合长远科技规划的实施) 专项计

划 %重大专项' 是一个领域的研发计划* 一个大项目的发展计划或是一项支撑性计划) 长期规划是战

略蓝图! 重大专项则是战役方案! 战略目标要靠一个一个战役来实现) 而关键技术是实施专项科技计

划的基础! 重大关键技术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到专项科技计划的实施效果! 甚至影响到国家科技战略的

部署)

%(' 美国. 奉行全面领先战略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 其强大体现在其巨大的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出上! 体现

在其研究开发所涉及领域的广度* 开展研究的深度上! 体现在比较完善的有利于创新的法制环境上)

这种强大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 早在上世纪 &# 年代! 美国就已奉行全面

领先的科技战略! 并在技术发展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此乃特点一) 其专利数量超过全球总量的

,#.就是一个明证) 而且! 其重点部署的技术领域非常全面) 近年来! 美国通过制定重大科技计划等

方式对重点技术领域进行了部署! 从占领制空权的空间技术领域! 到关系人口与健康的生命科学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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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 从前沿的纳米技术! 到传统的能源与环境技术- 从保护国防安全的国土安全技术! 到发展经

济的信息技术等) 特点二是美国产业界在科技的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 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开展

研发活动角度看! 美国产业界都是美国创新的主体)

近 "# 年! 美国的重大科技规划主要有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 年'* "联邦重大跨部门研发

计划# %"##( 年'* 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 年战略规划 %"##, 年'* "美国竞争力计划# %"##+ 年' 等)

%"' 日本. 技术创新的领导者

日本主要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来进行重点技术领域的选择与部署) "##+ 年 ' 月! 日本公布

了第三期国家科学计划基本计划 %"##+&"#(#'! 并先后发布 $"##+ 年技术战略图( 和 $新国家能源

战略(! +* & 月又相继推出 "促进创新综合战略# 和 "经济成长战略大纲# 等与科技发展相关的重大

战略方针! 之后又开始酝酿长期发展战略方针 "创新 "*#)

在日本政府对科技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大规模投入下! 日本维持了世界一流的科技竞争力! 并成为

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导者! 并成为全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 欧洲. 科技集优发展&&&加强基础研究* 培养创新人才* 加强创新体系

为实现 "里斯本战略# 目标! 即为实现使欧盟在 "#(# 年前成为 "以知识为基础的* 世界上最有

竞争力的经济体# 的宏伟目标! 在第六框架计划顺利实施的基础上! 欧盟出台了第七框架计划) 该第

七框架计划集中体现了欧盟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理念! 即科技集优发展&&&加强基础研究* 培养创新人

才* 加强创新体系)

随着第七框架计划的启动! 欧盟已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计划! 如能源战略* 电子政务行动计

划* 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 伽利略计划等) 其中伽利略计划是为加快发展欧盟的空间技术! 未来

能与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媲美而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

%,' 韩国. 实施 "选择与集中# 战略

"### 年 + 月! 韩国发布 $韩国 "#"* 年构想(! 公布了长期科技发展计划! 并指出韩国政府应改变

科技政策的基本方向! 以巩固国家创新体系! 而且必须实施 "选择与集中# 的战略! 尽其最大努力发

展信息技术* 材料科学* 生命科学* 机械电子学* 能源与环境科学)

目前! 韩国现有的科技发展计划包括六大方面! 分别是科技政策领域的 $研究开发成果评价基本

评价( $研究成果管理基本计划( 等* 基础研究领域的 $基础研究振兴综合计划(* 生物技术领域的

$跨部门新药研发促进战略( 和 $干细胞研究综合促进计划(* 纳米技术领域的 $第 " 次纳米技术综

合发展计划(* 能源领域的 $国家核聚变能源开发基本计划(! 以及人才培养领域的 $理工科人才培

养支援基本计划()

通过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关键技术领域的特点及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广东对重点科技领域的选择

和部署应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 并充分考虑国际上其他主要国家共同关注的重点技术领域!

以期选择的关键技术领域和重大科技专项适合广东的实际情况! 并满足广东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

%二'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产业结构调整! 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大艰巨任务! 也是提升本省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任

务) 高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 重化工业* 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不尽相同! 都各有侧重. 高技术产业需要在技术含量上* 传统产业在品牌上* 重化工业在规模与循环

经济上* 现代服务业在信息技术上下功夫)

(B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布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生物技术* 新材

料* 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将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十五# 期间!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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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 有力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其中! 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优势

地位明显!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

优势)

但在发展过程中! 广东高技术产业还存在产品技术密集度不高*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不

高* 行业和区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A7经费占增加值比例下滑! 技术密集度不高) 广东高技术产业@A7经费占增加值比例由

($$*年的 #-%.逐年上升到 "##+ 年的 &.! 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 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低于北

京和山东- 与国际比较! 差距更大) 二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不高! 经济效益仍待提高) 许

多企业仍以加工为主! 缺乏自身对产品的研发! 产品附加值低! 导致产值利税率偏低! 经济效益有待

提高) 三是分布不平衡! 阻碍全面发展) 在高技术产业的六大行业分类中! 电子及通信* 电子计算

机* 医药制造 ' 个行业的总产值占据全省高技术产业 $*.的份额! 其他 ' 个行业几乎是空白) 在 "(

个市中! 深圳* 东莞* 广州的总产值就占了全省高技术产业的约 &#.! 珠三角地区则占了 $*.以上!

这种高技术产业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性将不利于全省高技术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因此!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需要通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和产业

共性技术! 尽快加强产品的技术含量! 提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 而从产业的角度看! 还要

加快新材料* 重大装备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 一是根据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总体趋势! 广东需要大力发展软件* 微

电子* 新型元器件等核心产业! 重点培育数字化音视频技术*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高性能计算机和

新型显示器制造技术等! 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开发制造延伸) 二是需要积极发展

液晶* 有机发光等新型显示器件! 掌握部分核心技术! 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 重点发展高灵敏度* 高

精度* 高可靠性的传感器件和敏感器件! 突破关键技术和制造工艺! 从而巩固广东省在传统元器件领

域的优势! 加快新型元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 三是需要重点加强汽车设计* 制造* 试验等领域的关键

软件开发! 加快发动机* 车身* 传动* 行驶与安全电子控制系统的研发与产业化! 积极培育汽车电子

产业) 四是需要重点开发系统级芯片 %<>:') 发展集成器件制造 %476'! 大力支持新一代芯片生产

线建设! 努力掌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生产制造工艺! 带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 需要重点发展防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 传染病的新型疫

苗* 诊断试剂* 药物和医疗器械) 特别需要重大传染病诊断试剂和生物芯片* 用于传染病控制和生物

防御的疫苗和药物! 通过组织和实施重大疾病科技专项! 带动重要疾病防治药物和疫苗产品的发展)

通过重要制药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建立现代中药工程技术体系* 名医名方开发及名优中成药的二

次开发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并组织实施中医药现代化重大科技专项! 从而加快本省中医药产业的

形成)

在新材料产业方面! 针对光通信* 移动通信和高速信息网络的需要! 大力发展半导体激光器材

料* 通信光纤等光电子材料* 纳米技术材料和平板显示材料等! 从而带动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

外! 建筑* 先进交通等领域对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在重大装备及先进制造业方面! 需要重点发展高精纳米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 面向汽车制造业所

需的成套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 面向机械制造行业的中高档数控系统* 汽车关键零部件* 超高压输变

电设备* 高精密加工技术* 为制造业配套的控制系统及检测仪器* :E7产品设计技术* =@8先进管理

技术* 石油化工产品深加工技术* 植物资源化工技术等! 从而发展本省的装备制造业和石油化工

行业)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是最强烈的! 也是最迫切的) "十一五# 期间! 将面对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广东高新技术产业! 需要在技术含量上下功夫! 通过一批重大科技专项的带

动* 示范和辐射! 按照瞄准目标的要求! 突破一大批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 技术的集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成等! 从总体上以点带面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 为做大做强广东高新技术产业! 培育和形成高新技

术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B传统产业提升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目前! 广东纺织服装* 食品* 建材等传统产业发展步伐有所减慢! 究其原因! 主要是研发设计配

套跟不上! 许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重设备引进轻消化吸收! 亟需一批产业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

和核心技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步伐)

在服装产业方面! 其发展思路是技术上以发展先进适用技术为主! 内容上以服装和家用纺织制品

为龙头! 以面料为突破口! 按产业链配套扩大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促进纺织服装业从数量主

导型向品牌效益型转变) 一是通过重点发展的技术包括化学纤维原料开发与生产技术* 新型非织造布

生产技术* 纤维混纺交织技术* 产品功能性整理技术* 针织面料技术* 天然纤维高档化后整理技术*

高档兔毛纱纺纱技术* 赛络纺* 紧密纺* 羽绒纺织技术等各种先进服装和面料的制造技术! 推动服装

和家用纺织制品产业和面料加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做大做响服装企业的自身品牌) 二是通过发展具

有亚热带特色的蚕桑业技术* 三维人体扫描测量技术的开发及三维服装设计技术* 高档时尚家用纺织

品的设计开发技术* 纺织后加工设备及基础配套设备的开发技术等设计开发技术! 加快本省服装设计

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食品饮料方面! 应以确保食品质量安全为前提! 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知名品牌的现代食品工业

企业集团! 加快食品工业向品牌经济发展) 需要重点发展高档精制糖生产* 燃料酒精* 南亚热带果汁

类饮料加工* 乳品技术* 肉类加工及其技术* 水产品罐装生产* 广东特色菜肴类* 油脂精炼设备的引

进和技术改造* 新型油脂包装材料工业* 高活力新型酶制剂* 替代聚乙烯等造成二次污染的聚2&乳

酸* 新型发酵制品* 低糖* 低脂和功能性的焙烤糖制食品等技术! 推出适应市场消费者口味的新产

品! 带动食品产业的稳定发展)

在建材方面! 要有重点地发展具有优势和竞争力的建材产品! 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建材

业! 走高效低耗优质的发展道路) 需要重点发展新型建筑材料! 包括高性能* 低成本* 低消耗的新型

建材! 高强度* 轻质* 保温* 三防* 无毒等新型建筑材料制备技术! 以固体废弃物和废旧建材为原料

的建材回收利用和再生技术! 建材的智能化和多功能化! 以及建筑节能优化设计技术等! 从而推动建

材产业向环保* 低耗* 高质的方向发展)

因此! 广东传统产业要进行新的产业升级! 增强后劲! 继续发挥支柱产业的带动作用) 这需要在

品牌上下功夫! 通过高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 做大做强本省传统产业)

'B高增长性与战略性产业培育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广东高增长性与战略性产业的培育更多地是从大局上考虑! 一般具有带动性强或具有战略意义!

如能源和环保* 现代服务业* 文化创意产业等) 而在发展过程中! 这些产业目前仍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亟待去解决! 如现代服务业的结构不尽合理* 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等初级阶段特征还比较明显! 其发展

步伐跟不上工业! 新能源产业缺乏一批重点示范工程来加速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仍处于发展起

步阶段! 也亟需通过重大科技专项来带动该行业的形成)

在新能源产业方面! 需要重点研究开发并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技

术! 掌握兆瓦级变桨距* 变转速风电机组总体设计和制造技术! 实现风力发电机组产业化! 大力开发

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和组建! 并通过开展太阳热发电示范电站建设项目* 新核电站建设项目* 遥感应

用工程示范等重大专项! 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 需要重点发展宽带通信网络建设* 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 数字电视网

络* 下一代互联网商业化应用* 给予2JKLM的中间件与应用软件* 信息安全产业的建设* 电子商务和

电子政务的建设* 信息交通管理系统* 信息增值服务* 现代物流和金融保险行业的信息应用技术等!

加快发展信息服务业)

*%综!!!述



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 需要重点发展教育* 文化* 出版* 广播影视等领域的数字内容产业! 推动

网络游戏* 动漫产业发展! 建设市场信息* 科技信息* 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等基础数据库! 形成门类

齐全* 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体系! 丰富中文数字内容资源)

因此! 从战略角度去考虑! 广东需要推动战略性产业和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战略性产业要在

循环经济和信息技术上下功夫! 鼓励其创新! 加强其产业化! 并通过组织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实施一

批示范工程! 营造一个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加快突破一大批关键技术! 从总体上以点带面提升战略

性产业和技术领域的长足发展)

,B现代农业发展对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十一五# 以来! 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成绩显著! 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

"##% 年! 广东实现农业总产值 ' "$'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平均每亩耕地农业产值 &+& 元- 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 + ,## 元! 比上年增长 ('-%.! 增速是 (" 年来最快的一年! 增幅 (# 年来首次

高于城市居民! 增长绝对数是改革开放 '# 年来最多的一年- 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 创历史新高) 但是! 广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全国一样面临着资源和市场两大因素制约)

加入N9>过渡期结束后! 农产品进出口面临的挑战将更为激烈! 围绕反倾销* 技术壁垒* 绿色壁垒

方面的争端还会增加) 因此! 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 是广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务! 也是广东省

委* 省政府推进经济工作的重点) 当前广东要发展现代农业! 必须重点在食物遗传资源挖掘及生物育

种* 食品安全与动植物疫苗防控技术* 生态安全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健康安全农产品保鲜加工

技术* 健康安全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技术及设备研究等五大领域取得突破)

因此! 广东亟需通过组织重大科技专项! 按瞄准目标的要求! 突破优质* 高产* 高效及抗逆性强

的新品种繁育! 加快特色南药优良品种的大规模* 规范化* 标准化种植及繁育! 发展安全高效种养技

术和设施栽培*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及设备* 南方特色果蔬保鲜加工技术* 新型农兽药* 食品安全技术

等关键技术和产品! 从总体上以点带面提升广东现代农业整体竞争力! 推动本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

展!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重要贡献)

*B建设和谐社会对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

程! 需要经济* 社会* 政治* 科技* 文化* 生态等多维度协调统一! 共同发展) 其中! 推动科学技术

进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因为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发展! 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 而这种

发展必须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 动力和纽带作用! 否则只能导致人与人* 人与自然更不和谐)

当前广东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 还难以适应疾病预防控制的新形势!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

生健康需求! 食品安全* 社会安全* 信息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仍较突出! 生态不断恶化! 对这些领域

关键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日益凸显)

因此! 亟需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 按瞄准目标的要求! 通过关键技术的突破* 技术的集成!

紧紧围绕产品和工程示范! 集中在以下领域进行突破. 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 重点发展心脑疾病* 恶

性肿瘤和地中海贫血等广东多发性地方疾病激励和诊治技术! 新药研制! 艾滋病和人畜共患病等重大

危害传染病! 重大疾病早期预测* 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 在公共安全方面! 重点发展食品安全* 社会

安全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等-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重点发展大气污染控制关键

技术*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技术* 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 城镇污水深度处理* 典型工业废水处理*

水体修复关键技术等) 从总体上以点带面! 推动广东社会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B节能降耗减排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需求

广东省是能源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 人均拥有常规能源储量不足 '# 吨标准煤! 不到全国人均储

量的 ()"#! 所需能源 $#.以上要靠从外省购进或从国外进口解决)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 广东的经济增

长以高消耗* 高污染* 高排放为代价) "##,&"##+ 年! 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由 (* #$# 万吨标准煤增至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 &+*-"" 万吨标准煤! 增长了 '(.) "##+ 年! 全省能源终端消费量达 ($ #*%-+# 万吨标准煤! 比上

年增长 (#-'.- 电力终端消费量达 $ ",#-$, 万吨标准煤! 比上年增长 &-#.) 近几年! 省委* 省政府

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减排! "##& 年! 广东在 378达到

'# +&'-&( 亿元* 增长 (,-*.的情况下! 全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 %<>

"

' 和化学需氧量 %:>7' 排

放总量两项指标! 分别比 "##+ 年下降 *-#*.和 '-#*.! 达到了 "##& 年广东减排目标) "##& 年! 广东

省的万元378能耗是 #-&,& 吨标准煤! 比上年下降 '-(*.) 到 "十一五# 末! 广东万元生产总值能

耗必须比 "##* 年降低 ('.以上) 要达到这个目标! 仅仅依靠产业的结构性调整* 宏观调控等手段!

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 必须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 按瞄准目标的要求! 通过关键技术的突破* 技术的集成!

紧紧围绕产品和工程示范! 在新型电池* 生物质能源与节能* 再生能源利用* 高效低污染发电系统*

油品加氢技术及设备* 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和建筑系统* 高耗能企业节能技术解决方案与产品* 天然气

开发与利用技术* 节油代油技术等技术和产品上突破! 从总体上以点带面! 提升全省节能降耗减排的

能力! 为本省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四* 指导思想与战略选择

根据 $广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 $广东省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 在明确本省重

大科技专项的指导思想* 制定 "##&&"#(# 年的发展目标* 确立选择原则的基础上! 做出战略选择)

%一' 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B指导思想

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为指针! 坚持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 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 自主创新现场会议精神! 落实 $广东科学与技术发展 "十一五#

规划( $广东省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 紧紧围绕当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本着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的方针! 通过科学分析和认真筛选! 选择未来一段时期内本省科技

发展的重大战略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以促进农业* 工业以及社会发

展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

广东* 科技强省!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B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集成科技资源! 形成合力! 攻克一批制约广东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瓶颈# 技术问题! 力争 ' 年内在高新技术产业* 农业现代化* 社会发展 ' 个领域

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迅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实现从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 进一步发展壮

大优势产业! 努力开发新产品! 形成新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专项凝聚和培养优秀人才!

为提高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与水平!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具体目标.

&&&重点攻克一批对产业升级带动性大* 覆盖面广* 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 到

"#(#年使广东电子信息产业* 装备制造业等若干重点产业领域的整体技术和装备水平接近或达到发达

国家 "# 世纪末水平! 部分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整体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提高重

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重点攻克一批对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重大关键技术! 到

"#(# 年使广东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短 ' 年! 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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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攻克与人口* 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关键技术! 使广东社会

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有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

&&&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培养一支精干的科技攻关队伍)

&&&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带动相关部门* 市县和企业的科技投入 (O(# 以上- 培育和壮大 (#

个战略产品- 突破 (* 项关键共性技术- 通过集成创新! 建成 + 个重大工程)

%二' 重大科技专项选择原则

(B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

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找准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 作为重大科技专项的基本出发点! 又

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紧密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统筹规划! 突出重点! 切实找准在

本省有优势* 产业关联度大* 市场前景好的重大关键技术* 产品和工程! 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 解决

制约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

"B局部突破与辐射带动相结合的原则

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是以突破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 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

和重大工程为手段! 培育能形成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推动作

用的战略性产业! 以点带面! 辐射带动全省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B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相结合的原则

重大科技专项必须是广东当前技术发展有一定基础! 与国外的技术水平与产业化差距相对较小!

或已具备参与国际竞争条件和能力的技术领域! 从开发到生产所需的全部资金投入在本省财力可承受

范围之内! 且在 ' * 年内能投入应用的产品* 技术和工程) 同时项目的选择又要面向未来! 符合一

段时间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项目的技术水平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B集成与联动相结合的原则

在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上! 既要强调技术的集成! 充分集成现有的技术和成果! 又要强调部门的

联动! 要把各个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 充分整合资源! 实现关键技术* 重大产品和重点工程的突破)

%三' 重大科技专项组织方式

(B上下联动

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 必须要加强上下联动) 一是要加强与科技部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互动!

争取国家对广东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 并力争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吸引国家科技资源在广东的

布局) 二是要加强与各地市* 县的联合! 要形成省* 市* 县共同推进重大科技专项的合力) 三是要强

化企业参与!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使政府资源与企业资源在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上得到有效的集成)

"B横向协调

重大科技专项要紧紧围绕省的发展规划* 重大项目开展! 要与当前省委* 省政府密切关注的任务

相匹配) 要加强与省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既做到不与其他部门的计划相冲突! 又力争吸引省发

改* 经贸* 税务等部门对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技专项的关注与支持! 形成全省各部门共同推动重大

科技专项实施的局面)

'B计划推进

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要采取全面部署* 分批实施* 稳步推进* 动态调整* 滚动支持的方式! 即.

首先! 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全面部署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计划- 其次! 要依照计划部署! 分

批实施! 稳步推进- 最后! 要采用动态调整* 滚动支持的方式! 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控) 此外! 在组

织重大科技专项的过程中! 针对一些当前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紧迫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例如

节能降耗减排等问题! 可以组织专项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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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战略

(B关键技术突破战略

通过突破一批对广东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 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 大幅提升

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 培育新兴产业! 有力推动本省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攻克一批与人

口* 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关键技术! 解决制约本省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

问题! 显著提高本省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B重大产品集成战略

采取集成创新的战略推进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立足于已取得科技成果! 以较少的成本实现较大的

突破! 尽快形成一批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产品) 一是攻克一批对相关产业链的延伸

与相关产品的发展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关键产品! 使其达到或接近国际上先进国家同类产品水平!

摆脱本省某些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二是培育一批创新性强* 高增长* 高附加值* 经济社会

效益高的新兴产品! 为本省后续发展储备力量)

'B重点工程示范战略

重点工程的实施是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的过程) 要在一批对全省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

义! 对广东科技实力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的重点工程中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集中力量! 组织跨学

科* 跨专业进行协作研究* 联合攻关! 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集成相关先进

适用技术和资源! 推动重大工程的顺利完成!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提升本省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为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五* 广东高技术领域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分析 %略'

六* 广东社会发展领域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分析 %略'

七* 广东农业领域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分析 %略'

八* 广东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建议

%一'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建议

各国实践表明! 市场并不自发将资源配置于具有长期性* 全局性意义的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产

业化的功能) 重大科技项目是以高度的综合集成为特点的战略行动! 其本质是通过政府的战略动员!

拉动科技的群体突破和产业的进步)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表明!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 越来

越取决于组织大科学工程* 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 可以说! 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和广泛带动作用! 它的组织实施对一个国家或地方科技实力的提高具有长期性* 全局性的影响) 从

重大科技项目管理的角度看! 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作为一个复杂的管理过程! 在市场上存在严重

的信息不充分及科技创新领域存在部分 "市场失灵# 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 要国

家从重大科技项目的决策管理领域退出! 由科学界自己来 "主导# 科研项目决策的资金分配! 不仅没

有可行性! 也是不符合国家和全社会利益的)

与一般科技计划项目比较! 重大科技项目不但在战略性* 公益性* 规模性* 集成度等方面远超一

般科学计划项目! 而且在对项目成功的把握* 对项目实施的管理等方面也远比一般科技计划项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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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 重大科技项目一般要求项目必须按既定计划获得成功! 达到设计所要求的各项实用指标! 它的

实施要求各领域* 各层次遵照既定的技术性能和费用目标协调有序地进行! 需要复杂的管理技术和高

超的管理能力) 重大科技项目的每个环节都涉及大量的技术* 管理细节! 牵涉一系列制度* 管理技术

和标准) 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出问题! 都可能导致项目的失误甚至失败! 或付出高昂的补救代价) 因

此! 提高重大科技项目的科学管理水平至关重要) 为保障重大科技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成功! 在鼓励*

引导社会* 企业积极参与的基础上! 由政府组织重大项目! 发挥更强的社会动员力和争取更高的效

率! 已成为众多国家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主要做法) 如由欧洲四国联合发起并支持的 "空中客

车# 项目! 美国的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等)

因此! 从重大科技类项目管理的角度看! 传统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某些部分! 如项目组织方式

基本上是自由申报的单一形式* 项目管理缺乏先进的工程项目管理方法和技术等! 已不适应当前本省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情况和需要) 为保障本省的重大科技专项获得成功! 广东有必要对现行重大科技

项目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模式进行新的改革! 对项目的组织实施由原来的自由申报向定向组织和自由申

报转变! 建立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

动员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 以适应本省重大科技专项发展的需要)

%二' 组织方式建议

(B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原则

重大科技专项的设立* 立项和实施! 应按照 "上下联动* 横向协调和计划推进# 的组织原则! 在

组织上! 集成多方优势! 明确重大科技专项各管理主体职责! 调动各方积极性! 建立共同推进机制)

"B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工作体系

建议建立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公室&专项总体组&专项协调小组&专项承担单位的工作组织体

系) 其中! 各主体的主要职责如下.

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公室. 主要负责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和组织协调工作! 包括组织相关处室编

制重大专项工作计划- 组织起草* 修订重大专项管理制度- 组织项目可行性报告论证! 组织专项的指

南发布或课题的招投标工作! 落实专项的实施单位和课题承担单位等! 组织签订课题任务书- 组织对

重大专项)专题实施情况的抽查! 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估- 协调相关处室开展重大专项的备选项目遴选*

监理和管理)

专项总体组. 对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公室和专项组织部门负责! 在科学和技术层面进行专项的研

究任务和实施方案设计! 参与专项的可行性论证* 招投标* 评估* 监督检查* 验收等工作! 为政府部

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咨询意见) 对于没有明确组织部门的专项! 专家总体组可参与专项的部分实施管

理工作! 行使相关的组织部门职责)

专项协调小组. 按需设立各专项的协调小组! 主要负责各个专项的组织* 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的

协调和决策)

专项承担单位. 负责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B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的组织申报

瞄准当前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的重大科技问题* 急需突破的重大产品开发和重大

工程应用! 按照 "突出重点# 的基本原则! 主动组织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的申报和实施) 相关处室要积

极会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重大专项总体组! 组织项目可行性报告论证! 组织专项的指南发布! 编制重

大专项工作计划! 明确专项的支持对象* 选择范围* 领域* 性质* 规模* 目标等! 确定专项申报的时

间* 渠道* 方式)

,B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落实的方式

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 由专项总体组根据重大科技专项的特点提出重大科技专项落实方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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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 择优委托* 定向委托') 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尽量以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进行)

*B运行程序和操作方法

实行网上申报* 网上受理* 网上评审! 在项目受理* 评审* 检查验收过程中吸收中介机构参与!

重大专项实行公开招标)

%三' 管理机制建议

按照综合协调* 强化责任* 监理辅助* 动态调整的原则! 重大科技专项可实行分类管理* 重大专

项专家咨询制* 重大专项项目责任制* 重大专项监理制* 重大专项动态调整制及重大专项联络报告制

等管理方式和机制)

(B实行分类管理

根据重大专项的目标要求和特点进行项目的实施和管理! 提高管理效率! 不搞一刀切) 每个重大

专项的具体管理方式! 应根据其具体特点和类型分别确定)

"B实行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制度

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咨询专家组! 实施专家咨询制度管理! 发挥专家的专业技术专长! 在重大科技

专项实施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确定* 技术实施方案编制* 项目论证* 经费预算* 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检

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中! 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提高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水平和实施绩效! 保障重大科

技专项目标的实现)

'B推行重大专项项目责任制

推行项目责任制! 责任到人! 层层落实) 技术攻关* 技术咨询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各专项应认真

做好专家负责人的选择* 确定工作! 专家负责人要对专项实施的技术路线* 重点任务等技术层面工作

负责- 每个重大专项可根据需要设立由各方面专家和行政官员组成的总体组! 共同组织和推进专项的

整体实施工作! 有重大工程依托的应实行业主负责制- 行政协调及产业化示范类专项则充分依靠部门

和地方政府)

,B实施重大专项监理制

组成重大专项专家监理小组! 由相关领域技术* 管理* 经济* 法律等专家组成! 参与项目的论

证* 评估! 监督项目执行! 对项目的目标调整* 举报投诉等提出咨询意见) 重大专项实施过程实行阶

段评估监理) 专家监理小组根据合同要求每年不少于 " 次对专项)专题执行情况进行阶段评估! 并提

出监理报告 %包括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 监理建议等') 监理报告作为专项)专题动态调整* 滚动支持

的重要依据) 监理报告与事实有重大出入! 首席专家和承担单位可向专项办提出复议申请) 实行监

理! 也可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监理! 实施全程跟踪)

*B重大专项实行动态调整! 滚动支持的运行机制

建立专项的绩效评价机制和 "优增劣汰# 的运行机制! 在及时吸纳优秀项目进入专项实施的同

时! 对执行与实施不利的项目要及时予以调整) 重大专项管理办公室根据实施过程中的客观实际情况

和评估检查情况的需要! 提出重大专项项目适时调整意见- 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和需求变化情况的需

要! 提出重大专项主题或项目滚动支持意见- 对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等关系人

建立信用档案! 作为后续支持的依据- 会同重大专项提出方对重大专项相关管理责任人进行绩效考

评! 按有关规定进行奖惩)

+B实施重大专项联络报告制

设立专项首席专家! 负责组织重大专项内各专题协调会议! 落实各专项的实施! 督促专项的进

展! 协调专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根据情况及时提出调整专项的目标和任务建议等! 定期向

专项总体组汇报各专项的进展及阶段成果以及对提交的专项)专题文件和资料进行审查) 重大专项实

行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制度) 承担单位应当及时反映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按规定要求向有关业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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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项目执行情况* 经费开支* 自筹资金到位情况报告和有关信息报表) 建议每个重大专项确定 ( 名

联络员! 负责专项的信息专报等工作)

%四' 运行机制建议

(B地市* 行业互动机制

充分发挥地方和行业的作用! 会同地市及行业联手推动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 在充分考虑地

市* 行业推荐的基础上! 择优扶持有利于发挥地方特色和产业壮大的重大科技专项- 鼓励地方和行业

牵头组织有关项目的实施! 切实加强科技资源的集成与整合) 对地方和行业牵头的重大科技专项! 按

一定比例 %一般在 (O' 以上' 匹配产业化经费)

"B企业参与机制

进一步发挥企业在专项产业化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企业牵头 %含转制院所' 的课题数应达到产业

化课题总数的 ()" 以上) 专项的目标确定* 可行性论证等过程必须吸收企业界的专家参加! 征求企业

对专项目标等的意见) 与产业化相关的项目在落实承担单位时! 必须明确和落实企业的参与)

鼓励并帮助产业化条件和机制好但研究开发力量较弱的企业! 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承担共同

专项任务)

'B产学研结合机制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要坚持产学研结合优先的原则! 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引导* 金融支

撑* 产学研联合研发的新机制) 对由企业牵头实施的项目! 要求企业牵头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共

同承担专项的任务! 逐步建立起 "企业为主体! 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 的组织分工! 使科研攻关与产

业化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相关产业的形成)

要充分发挥广东省* 教育部省部产学研结合机制的作用! 推进省部产学研重大项目与广东省重大

科技专项的有机结合)

,B金融机构参与机制

加强与有关金融机构的合作! 扩大金融资本对重大科技专项产业化工作的支持! 尤其是金融资本

在项目早期的介入! 不仅有利于扩大资金来源! 同时有利于将市场机制与相应的管理措施贯彻到项目

实施的全过程) 充分发挥省科技厅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的全面合作机制! 进行项目和信贷

对接工作) 借助地市与金融机构建立的合作关系! 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对由地方牵头的重大科技专项的

资金支持) 加强与有关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合作! 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参与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成果产业

化工作)

*B互利推广机制

按照 "互利合作* 市场化运作# 的原则! 积极开拓思路! 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协作*

合作* 捆绑* 垫付前期投资等措施! 采取先推广* 后收益的思路! 扩大重大科技专项成果的应用! 提

高重大科技专项成果产业化的水平! 逐步建立新型的重大科技专项成果推广新模式* 新机制)

%五' 时间部署建议

"十一五# 期间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的时间部署.

(B"##& 年为启动阶段! 按照 "成熟一个* 启动一个# 的原则! 启动第 ( 批条件成熟的重大专项

项目- 重大专项实施周期一般为 ' * 年)

"B"##%&"##$ 年为推进阶段! 在对第 ( 批重大项目组织实施进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 开展第 "

批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

'B"#(# 年为全面推进阶段! 在全面总结重大专项组织实施经验的基础上! 将重大科技专项纳入

广东省科技计划统一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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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区域布局建议

以中心城市* 珠江三角洲* 东西两翼和山区为 ' 个层次! 共同推动和形成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组

织实施的良好局面)

&&&中心城市) 广州* 深圳要充分发挥产业* 技术* 人才* 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加大核心关

键技术研发力度和社会发展重大支撑技术研发力度! 逐步发展成为承担重大科技专项的主要聚集地和

辐射中心)

&&&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充分发挥产业配套齐全* 制造能力较强* 工程技术力量较

强* 产业创新集群明显等优势! 加大重大产业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的研发! 逐步发展成为重大科技专

项的重要聚集地和成果转化地)

&&&东西两翼和山区) 东西两翼和山区地区要充分发挥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 通过产学研结合!

积极创造业务承担重大科技专项相关主题! 争取成为本省农业重大科技专项的重要辐射地)

%七' 经费预算管理建议

(B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由财政性经费 %包括省级财政专项经费* 地方政府配套经费'* 项目承担单

位自筹经费* 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集) 其中! 财政性经费投入原则上不超过总投入的 *#.)

"B重大科技专项经费应纳入省级年度科技计划经费预算) 省科技厅根据年度科技计划经费预算

安排情况! 在资金的使用和配置上加强集成! 加大重大专项的资金投入强度! 并依据重大专项提出方

确定启动实施的重大专项资金总规模及其来源渠道! 确定重大专项项目经费预算方案及重大专项的项

目经费)

'B项目申报单位在申请立项* 编制项目申报材料的同时! 应当编制项目概算) 项目确定立项后!

项目第 ( 承担单位应当会同首席专家组织课题承担单位编制前两年课题预算)

,B省科技厅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重大科技专项预算评审或评估! 对预算评审或评估结

果进行审核! 并按程序公示和批复)

*B"##& 年! 省财政拟安排首笔经费启动第 ( 批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九* 保障措施

%一' 成立重大科技专项领导管理小组! 加强组织保障

加强对重大科技专项的领导和管理! 成立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领导小组! 科技厅厅长任组长! 科

技厅各位副厅长为领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负责重大专项的总体战略谋划* 重大问题的协调与决策)

领导小组下设协调办公室! 挂靠发展计划处! 为领导小组提供必要的咨询* 参谋与服务! 主要负责.

组织相关处室编制重大专项工作计划- 协调相关处室开展重大专项的备选项目遴选* 监理和管理- 组

织进行项目可行性报告论证- 组织对重大专项实施情况的抽查* 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估- 对重大专项计

划管理费用的使用进行管理- 组织开展重大专项的统计* 分析)

%二' 创新重大专项组织模式! 确保政府目标与市场需求有机统一

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组织模式! 体现开放性和统一性) 通过创新科技投入机制! 充分发挥企业和社

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推动组织模式从政府组织引导型向市场拉动型转变- 推动重大专项项目选择和实

施形式发展成为省* 市* 县* 区集成联动的科技行动) 注重重大专项的顶层设计! 要通过需求征集*

目标凝练* 方案策划* 指南发布* 项目征集等程序产生! 对基层单位的创新需求和目标进行集成与提

升! 确保政府目标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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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立重大专项资金! 保障项目实施力度

为切实保障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在政府科技投入中安排专门经费! 为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提供配

套支持) 按照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 对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投入预算采取基本支出预算和专项项目支

出预算的预算管理方式! 有序实施重大专项! 要遵循 "成熟一个* 启动一个# 的原则! 组织专家进一

步进行全面深入的技术* 经济等可行性论证! 并根据广东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情况! 报经省政

府批准后! 统筹落实专项经费! 以专项计划的形式逐项启动实施) 重大专项资金的使用! 要围绕广东

科技发展布局和重点! 坚持目标明确* 突出重点* 程序规范* 择优支持* 专款专用的原则)

%四' 出台扶持鼓励措施! 营造良好实施环境

出台保障重大专项顺利实施的扶持* 鼓励措施! 不断优化重大专项实施环境) 引导金融加大对重

大专项的资金支持! 切实加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通过银行贷款* 风险担保* 国家贴息支持等手段!

鼓励金融资本尽早介入专项取得的成果- 鼓励发明创造!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进一步实施专利* 标

准* 品牌战略- 对于有关重大专项的实施! 按一定比例匹配产业化经费- 强化激励机制! 项目启动前

应在任务书中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关系* 转移方式和利益共享机制! 包括对于承担单位无法实现产业

化的创新成果! 组织与实施部门应提出促进成果转化的具体措施-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联合承担专项的

课题! 也可以采取产权清晰的股份制方式组建新的股份公司承担专项的研究开发任务! 实现多企业联

合享有知识产权- 鼓励并帮助产业化条件和机制好但研究开发力量较弱的企业! 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和

高校承担共同专项任务! 将与专项相关的工程中心等基地建设向企业倾斜)

%五' 加快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科技管理服务能力

深入开展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科学化* 规范化* 制度化* 信息化的科技计划管理制度)

推进科技管理手段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 逐步完善项目网上申报* 网上受理* 网上

评审* 网上查询* 网上跟踪* 网上评估等- 全面引入竞争机制! 公开科技年度计划! 完善科技招标!

建立重大科技成果政府采购途径- 规范和加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 建立财政科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制

度- 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 登记制度! 建立和完善科技评估和评价体系- 建立科技计划管理信用体

系- 完善科技项目* 科技成果* 科技专家* 科技条件* 科技政策等各类科技管理信息数据库- 建立科

技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确保科技计划按预定目标推进)

%六' 加强项目团队建设! 保障人力资源供应

注重重大专项人才团队建设)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在重大专项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人才成长* 选

拔和使用的有利环境! 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 培育人才* 凝聚人才- 支持

企业多方式* 多渠道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培养技术人才- 实行

有效政策措施! 吸引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来华工作- 采取适当的方式! 继续发挥好离退休老科技人员

的作用) 要通过不断的努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和业务创新人才队伍! 为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提

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七' 建立重大专项评价与监督机制! 实现动态调整

建立和完善与重大专项相适应的有效评价与监督机制! 加大监督力度) 重大科技专项可按需设立

专项专家咨询监督小组! 可一个专项设立一个小组! 也可几个相近的专项共同成立一个小组! 由相关

领域技术* 管理* 经济* 法律等专家组成! 参与项目的论证* 评估! 监督项目执行! 对项目的目标调

整* 举报投诉等提出咨询意见- 充分利用中介机构! 加强对专项的跟踪* 监督和管理! 以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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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绩效评估* 引入监理机制( 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监理( 实施全程跟踪* 加强对重大专项的

监察和审计( 配合科技部监察局等不定期开展专项的经费审计等有关工作)

!八" 改革政绩考核模式( 建立宽容失败机制

重大科技项目是探索性项目( 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 也许会由于很多因素而造成失败) 虽然市场

机制本身具有化解风险的内在优势( 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外( 风险投资# 产业联盟等( 都是宽容失败的

机制) 但还要进一步建立国有体制宽容失败的机制( 对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改革政绩考核模式(

使其面对风险时( 仍愿有所作为( 对失败充分总结后能够继续创新)

!广东自主创新重大专项战略研究总报告研究课题组"

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几点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金融危机的冲击( 带来世界经济急剧动荡( 冲击的后

果之一是世界范围内经济# 产业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 主要国家都着眼于下一轮竞争( 将精力#

人力# 物力和财力( 集中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预示着科技创新竞争将更趋激烈( 新的技术重大

突破即将来临( 发达国家依靠其经济和科技实力( 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未来一段时期将是世界经济

走出低谷# 进入新一轮繁荣# 新的竞争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 也是我们依靠科技创新( 在后危机时代

新的竞争格局中争取最大主动权# 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的重要机遇期) 广东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按照 +三促进一保持, 的工作思路( 坚定不移地执行 +双转移, 和 +双提升, 战略( 推进产业和劳

动力转移( 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

业( 尽心竭力( 力争再创改革开放新辉煌.

一# 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战略性

新兴产业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 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影响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 乃国家之必争(

它关系到综合国力# 经济竞争力# 科技实力和国家安全) 与传统产业相比( 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具创新

性# 高成长性# 先导性和带动性( 对国民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和占据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

点具有战略意义)

!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方向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主持召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 并强调指出- 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

选择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 展

望未来( 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以下几个发展方向- 第一( 人类社会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与

能源技术的利用模式密切关联( 未来许多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将与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密切相

关* 第二( 信息技术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人类交流知识和思想的方式( 未来在无线通信技术( 尤其是

卫星应用技术的推动下( +无处不在, 的时代将会到来( 新兴产业将不仅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内衍生发

展( 还将在信息技术服务业产生新的价值空间( 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 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不仅改

变人类社会 +衣食住行, 所关联的产业( 还将深刻改变人类自己的命运* 第四(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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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得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 但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将提上各国议事

日程) 至此! 广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说有了基本方向)

%二' 广东应在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 2=7和生物制药四大领域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

结合世界发展趋势和广东省的发展需求! 特别是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具创新性* 高成长性* 先

导性和带动性! 对国民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和占据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具有战略意义的

特点! 我们认为广东应该 "有所为! 有所不为#! 集中科技资源优先在电子信息* 电动汽车* 2=7和

生物制药四大领域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电子信息产业是广东省的第一支柱产业! 多年来保持着两位数的发展速度)

自 ($$#年以来! 广东省的电子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连续 ($ 年位居全国首位) 电子信息产业渗透性强*

影响广泛! 渗透到多个行业! 如玩具业* 电信设备业* 机械装备业* 家电业* 汽车* 家具制造业* 建材

业* 医疗设备业* 计算机软件* 动漫业* 互联网服务业等! 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需求趋势总体上可归纳为 "两化* 两业# 两个目标) 两化是信息化与工

业化的 "两化融合#! 尤其是信息化推动工业化- 两业是指 "至 "#"# 年! 广东省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

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两业主导'!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

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 "两化融合# "两业主导# 为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指出了产业发展方向)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已出现明显的结构优化与升级特征! 主要表现为. (B国内企业比例上升!

创新能力提高! 与国际前沿距离缩短- "B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研发环节* 价值传递环节的收入比重明

显增加! 而不只是集中于制造环节- 'B产品和服务不再只是重视数量和产值! 质量向中高档提升-

,B自主技术含量* 附加值* 纯利率向中高档国际同行逼近- *B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更加合理! 为这一

产业向新的价值空间发展提供了机遇)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将依靠自主创新! 走替代* 升级和跨越发

展的道路) 替代发展模式是利用现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用自有技术* 产品和服务替代外企的部

分! 附加值的提升来源于自主程度的提升) 升级发展模式是利用现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通过自

主创新在产业链中提供更高档次* 更先进的核心零部件* 产品和服务! 从而提高附加值) 跨越发展模

式意味着必须包含原始创新成分! 在某些方面成为业界的引领者! 使用本土* 国产化技术与品牌 %自

主创新或自主可控'! 在产业链中提供更先进的核心零部件* 产品和服务! 甚至是新市场和新业务模

式! 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

二* 努力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学道路

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学道路!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正确认识

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 形成新的发展观* 价值观! 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围绕

着这个发展思路! 广东应坚持以科学方法为理论指导! 以集群式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建设产业技

术创新体系整合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以创新政策与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努力探索一条依

靠科技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发展之路)

%一' 掌握科学理论和方法! 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落实科学发展观! 需要科学方法论) 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 "自主创新! 方法先行#) 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至今! 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管理方法不断发生着变革! 由直觉式* 系统式发展到经济全球化下

的战略管理模式) 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方面有着强大的硬实力! 还凭借先进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 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形成了强大的软实力! 牢牢占据着科技创新活动的制高点! 引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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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经济发展的潮流和发展道路) 而在我国!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挖掘需求的能力* 渠道* 网络和

理论方法! 因而无法准确地把握社会科技需求! 配置科技资源! 有效地组织科技攻关! 使科技创新活

动在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技术风险的同时! 还面临着巨大的管理风险) 因此! 如何把握科技发展规

律和产业发展规律! 科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乃至今后本省各级政府* 企业* 大学和科研院所

需要认真思考* 积极探索的重大问题)

首先! 必须掌握产业发展基本规律) 在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经济在 "摸着石头过河# 的过程中不

断学习* 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 新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发

展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更加复杂! 我国产业发展同样不可能完全照搬某种发展模式! 而是必须在把握产

业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推动产业发展) 第一! 在技术进步和新兴市场拉动下! 全球新兴细分产业加速

涌现! 产业发展呈现 "衰而不亡# 的特点! 今后! 落实产业发展自主创新战略! 就是要以技术创新和

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 把握新兴商业机会! 创造全新价值* 满足新兴需求! 紧跟直至引领全球产业发

展) 第二! 当今全球价值链分解持续深入! 众多产业正处在或已初步完成了 "模块化# 进程! 在产业

转移* 空间集聚的推动下! 专业产业集群崛起将是全球产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主旋律! 未来世

界产业发展的基本轮廓必将由众多空间集聚的产业模块构成) 中国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争

取更多话语权! 就必须依托更多优秀的专业产业集群! 为此! 广东必须进行科学的产业选择和定位!

以若干产业模块为经济核心! 争取全球产业布局中的有利地位) 第三! 全球不同产业* 不同企业对资

金* 技术* 市场* 人才* 服务等产业要素配置有着不同的需求! 并且这种需求必须依靠适宜的产业组

织形态来满足) 未来! 广东必须积极探索开展以企业为主体! 包括政府* 大学* 科研院所* 中介组织

等共同推动的产业组织创新! 优化要素配置效率! 促进产业发展) 总而言之! 我们必须在认真学习掌

握产业发展三大规律! 即产业成长规律* 产业价值规律和产业组织规律的基础上!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 推进本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把握产业发展三大规律对本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第一! 政府只

有把握产业规律! 密切关注产业成长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细分产业! 才有可能确认出高成长性的新兴细

分产业) 这些高成长性的新兴细分产业代表了产业发展方向! 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关区域产业定

位的核心内容) 第二! 对政府决策来讲! 只有懂得产业生命发展周期! 才能了解产业发展规律! 针对

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产业规划! 制定产业政策) 例如! 成熟期的产业特点包括产业集中度

高* 少量大企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 那么政府必须发挥市场监管功能! 规范市场秩序! 制定反垄断政

策以提高产业效率- 对于处于形成期的产业来说! 少量企业是产业主体! 技术的产业化是产业发展的

关键! 那么政策必须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 并对少量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加速产业的形成) 第三!

明确产业模块! 抢占产业高端领域) 对政府来说! 产业促进首先必须通过对产业分解趋势有很好的把

握! 找准产业的高端环节和高端产业模块! 从而制定先导性的产业政策! 推动区域产业向这些高端领

域发展) 第四! 制定系统的产业促进方案! 推动产业融合) 面对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某些产业的融合趋

势! 产业促进必须建立系统的* 有机联系的产业促进体系! 通过加速产业融合提升产业水平- 政府要

通过组织大项目积极引导技术集成创新! 并通过产业化完成相关高技术产业的融合! 满足我国高端市

场需求) 第五! 把握产业发展机会! 承接产业转移) 对产业空间纵向转移规律的把握是充分发挥我国

后发优势的基础)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以市场机制主导的! 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 根据国际经验! 在自主创新的前提下! 利用我国低成本优势承接高技术转移! 重点进行消化

吸收再创新! 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向高端环节发展) 对产业空间横向转移规律的把握是充分利用国

际高端资源! 继续提升产业水平的保证) 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加速吸引全球研发资源和产业高端环

节! 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整体产业水平- 企业也要发挥本土的优势! 通过开展各项合作积极利

用国际高端资源! 从而提升企业实力) 第六! 做好产业空间布局! 创造优秀产业集群) 应将推动产业

集聚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 继续完善对产业集群的支持工作! 重点加强专业园区建设!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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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要素集聚! 发挥产业集聚所形成的 "磁场效应#! 推动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细分产业集聚发展) 第

七! 优化组织体系! 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顺应产业组织规律! 进行积极的产业组织创新! 提高要素配

置效率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

其次! 必须运用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指出. "推进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和创新型企业成长路

线图! 为科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广东省科技厅从 "##+ 年开始进行 "产业技术路线

图#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 努力开拓新形式下广东自主创新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重点关注产

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关注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系

统地提出了 "产业技术路线图制定# 理论模型和制定程序! 即沿着 "市场需求分析
#

确定产业目标
#

技术壁垒分析
#

凝练研发需求
#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这一路径展开对产业发展问题从宏观到微观的系

统分析) 在系统分析中把政府* 产业和企业 %包括研究机构等' 关心的发展目标和创新资源要素结合

在一起进行系统思考! 充分体现 "技术路线图是利益相关者的共识# 这一特征! 使方法论在实践运用

中! 充分体现科学化* 民主化和程序化! 三者融为一体! 不可或缺) 通过近 ' 年的研究和实践! 围绕

广东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系列产业技术路线图完成并面向社会发布!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引起了

地方政府* 产业界和企业的积极响应* 广泛参与和高度评价) 尤其是 $广东省 2=7产业发展技术路

线图( 和 $广东省卫星导航产业技术路线图( 等一批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制定工作! 使我们认识到

了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技术与市场一起成长! 新兴技术催生新兴市场! 新

兴市场引导资金投入促进新兴技术不断成熟和进步! 使新兴产业在技术进步和市场不断扩大的双重驱

动力作用下成长壮大起来! 形成共生共荣的发展形态- 二是形成大市场* 高成长和广泛的产业关联!

引发一系列关联产业技术革命! 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和面貌) 三是资源节约! 环境友

好! 以人为本! 改善民生) 掌握这些特征! 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提供理论和实

践指导)

%二' 推进集群式创新! 提升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

发展新兴产业! 实质上是要发展新兴产业集群) 国际经验表明. 集群是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要源

泉! 创新和创业是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广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 集群式

创新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 通过集群内企业的相互竞争与合作! 实现了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整

合! 使集群内部发生群体性技术突破! 从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在实践中! 我们可从 , 个方面推进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创新. 一是建立产业园区与基地) 广东 (+ 个

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据了全省的 ()'- 在国家级高新区中! 生物医药* 新材料*

光机电一体化* 新能源与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的产值占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 产业

园区和基地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二是完善和拓展产业链) 集群式创新不仅在产业链上进

行! 而且由于新兴技术的产生! 常常衍生出新的价值链! 导致产业链的不断拓展) 在发展2=7产业的

过程中! 紧紧抓住产业集群的 ' 条 "价值链# &&&2=7产业链* 原材料配套产业链和设备配套产业

链! 构建出2=7产业集群的技术体系! 系统分析各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关联分析和有效组织管

理! 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协同攻关的组织管理模式! 提高了技术创新效率) 三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

集群式创新要求集群内通过建立合作网络! 形成互动合作的创新机制! 而产学研合作是推进集群式创

新的有效机制) 在率先开展省部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 广东构建了 "点线面# 结合的产学研合作体

系. 从全国 "##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选派近 ' ### 名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 以解决单个企业发展中的

技术问题 "点#- 建立了 '( 个产学研创新联盟! 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线#- 建设

了近 "## 个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或区域产学研示范区! 以综合解决区域产业发展问题 "面#) 四是开

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式创新) "##% 年起! 广东设立了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源# "产业共性技术# 和 "创新药物的筛选评价# ' 个重大科技专项! 集中优势资源在新能源* 生物

医药* 射频识别*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卫星导航等新兴产业集群中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解决了

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有力地提升了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 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强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牛津创新手册( 指出. 国家创新体系由不同的产业组成! 其中一些产业相当重要! 驱动了整个

经济的增长)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可能是区域* 国家或全球化的! 这 ' 个维度经常共存于 ( 个产业中!

说明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是开放的* 全球化的) 美欧日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经验充分证明! 驱

动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产业便是新兴产业)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提出广东要建设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其重点应该是建设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也是由产业内相关联的创新主体构成的

网络! 它以创新平台为支撑! 通过整合各种创新资源与要素开展创新活动! 从而产生* 扩散和应用新

知识* 新技术和新产品)

在实践中! 我们根据科技创新平台的功能定位及其与产业的关联! 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

结合的 "产业&区域&企业&公共资源# 四个层次的创新平台体系! 有力地支撑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是在产业层面! 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设立产业公共创新平台) "##$ 年! 全省产业公共创新平台达到

"#家! 涉及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产业! 其中新药创制中心获国家批准组建华南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

技术大平台! 跻身国家生物医药重大创制平台行列! 为本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 二是在区域层面! 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结合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建立包括市县区生产力促进

中心* 高新区创新中心* 专业镇创新平台等机构) 截至 "##% 年年底! 本省专业镇达到 "&& 个! &#.的

专业镇建立了技术创新平台! 涉及通信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三是在企业层面! 全

省依托企业共组建了省级工程中心 ,(* 家! 覆盖新能源* 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每年获专利授权 " (## 多件! 带动企业实现总产值 ' ### 多亿元) 四是在公共资源层面! 建成了六大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 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技术标准支撑和检测服务平台*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科

技文献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与网络科技环境平台) "##$ 年! 我们集中资源加大投入! 实施了

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涉及新材料* 生物医药* 卫星导航* 节能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人才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成败) 实践中! 广东从 ' 个方

面为新兴产业发展积聚人才) 一是从战略层面规划人才发展) 在 "##% 年的全省科学技术大会上! 省

委* 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 从战略层面上规划广东人才发展) 对引

进国内外一流创新和科研团队! 省财政给予 ( ### 万元到 ( 亿元的专项工作经费) 专门成立了广东省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 为本省创新科研团队和人才的引进工作提供保障) 二是以 "人才两

会# 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人才两会# 即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和中国 %深圳' 国际高新

技术成果交易会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自从 ($$% 年举办首届以来! 已发

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留学人员资源库* 项目信息库和人才需求市场! 吸引了大批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 环保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和高科技项目) 每年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著名企业和高端人才! 成为一个国际性* 专业化的人才与

智力交流及合作的高端平台) 三是建立人才培养基地) 从 "##, 年起! 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科技人

才基地建设专项! * 年来共建立 (# 家科技人才基地)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广东的创新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 "##% 年! 全省@A7人员达到 ""-$ 万人年! 总量位居全国第 ()

%四' 完善创新政策与体制机制! 为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规律! 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政府通过完善创新政策和

$$综!!!述



体制机制) 可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广东主要在 ' 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一是制定落实企

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政策* 目前) 全省已有 & """ 余家企业享受到了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已落实的企业研发费抵扣额达到 '" 亿元* 二是制定出台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优先采购自主

创新产品) 对广大自主创新型企业而言是一种鼓励和示范) 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了更广泛的

内需市场* 三是加大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力度) 不断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 !""+ 年) 省科技厅与国家开

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共同设立了 &#" 亿元规模的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 并与招商

银行& 光大银行& 兴业银行在新能源& 节能减排等领域开展合作) 促进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起

来* 同时) 选择珠海& 东莞和中山 * 个地市作为科技金融试点城市) 并设立省市联合风险准备金*

!""%年) 成立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 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推动绿色照明产业发展* 四是完善创

新资源整合机制* 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引导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与广东新兴产业对接) 探索 ,两

部一省- 与 ,省院合作-& 粤港澳台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国内外资源整合机制* 五是引入市场机制* 在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配置创新资源* 利用买方信贷& 租赁等形式搭建银

企合作平台) 促进新兴产业产品的推广应用) 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

三& 科学发展任重道远

当前)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国家的产业政策

选择和经济管理效益已经开始作为影响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 第二) 企业间新的全球竞争模式的出现

对政府产生影响* 随着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威力创造直接连接跨国业务的体系) 他们越来越把精力集中

到那些能够提供最大投资回报潜力的国家) 而且) 在不断增加的关键行业中) 竞争基础正转向强调产

品质量) 而不只是成本) 能提供技术工人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的国家对新的投资越来越有吸引力* 企业

的这些新的需求影响着政府为吸引能创造财富的投资而进行资源分配的方法* 第三) 贫穷弱小的国家

进入那些受全球竞争力影响最大的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他们必须把技能投资作为与不断发展的

国际体系挂钩& 避免一直落入投资无人问津境地的首要方式* 第四) 这些新特点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数

倍可能的政策选择) 由此使二者处理多项重点工作议程的问题大大复杂起来* 现在) 政府和企业的行

政能力已经变成谁能从世界经济变化中获得最多利益的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五) 所有这些变化导致变

革速度进一步加快) 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境不利) 无法有效应对) 不是因为缺少要素成本优势而是因为

根深蒂固的内部障碍产生于传统观念& 政治结构) 以及经常缺少面对并克服内在选择困境的政治意

愿' 为增加内部福利制定的政策很难和为提高国际市场所需竞争效益制定的政策相配合*

因此) 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该是在开放的产业创新体系的支撑下) 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

国内创新资源) 走自主创新& 科学发展的道路*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绝非易事) 国际研究的最新成

果表明' 探索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新兴技术需要 *

+ 年) 由新兴技术催生具有经济影响的新兴产业需

要 + &' 年* 我们不能期望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蹴而就) 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产业本身的发展) 都存在

诸多不确定因素* 但我们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科学方法论为理论工具) 以建

设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以完善创新政策与机制体制为制度保障) 以新兴产业为主

战场) 全面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广东发展需求) 同时) 结合广东自身资源条件和能力建设

等方面进行系统思考) 注重长远谋划与短期发展相结合) 超前部署&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不断探索新

的商业模式) 创新管理) 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 科学发展的振兴之路(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李兴华#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重大会议和重大科技活动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

暨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 年 % 月 "* 日!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

民政府在广州市隆重召开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工作会议暨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 总结全省高新区发展情况! 对广东省进一步

推进高新区工作* 推动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 "双提升# 进行动员和部署! 并表彰奖励广东

省获得 "##%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和科技工

作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黄华华! 中共广东省

委常委*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 中共广东省委常

委* 深圳市代市长王荣! 广东省副省长宋海* 佟

星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佟星副省长主持) 黄华华

省长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宋海副省长作全省高新

区工作报告!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省科学技

术奖励评审委员会主任李兴华作 $"##% 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报告()

广州市* 东莞市和佛山市 ' 个高新区管委会

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印发了 $中共广

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提出了一系列扶持高新区建

设发展的政策措施! 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加快

本省高新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与会代表参观了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成就展* 广州科学

城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 同时! 还

举行了广州高新区获得科技部 "创新型科技园

区# 称号揭牌仪式)

会议充分肯定了自 ($$( 年广东省高新区正式

创建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先进经验. 一是高

新区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是高新区

成为集聚高端产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三是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的主战场- 四是高新区成为体制机制和发展模

式创新的试验田)

会议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推进本省

高新区发展! 紧紧围绕提升高新区产业竞争力和

自主创新能力的这一主线! 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

为广东省的自主创新核心区* 现代产业体系先导

区* 国际科技合作承载区* 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

和科学发展模式示范区! 为促进本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 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做出更大的

新贡献)

会议要求! 全省要高度重视高新区的建设发

展! 立足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双提升#!

突出在 "五个强化# 上下功夫. 一是强化分类指

导! 着力统筹推进园区协调发展! 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 特色鲜明的高新园区- 二是强化高端

技术发展! 着力提升高新区产业竞争力! 提升发

展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

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三是强化资源集聚! 着

力增强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提高产学研合作层次和水平! 实施粤港共同推进

高新区建设计划! 培养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四是强化制度创新! 着力完善高新区的体制机制!

鼓励高新区在管理模式上先行先试! 建立高新区

新型财政管理体制- 五是强化配套建设! 着力优

化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 完善高新区各项配套设

施! 加强高新区公共服务与孵化功能建设! 开展

高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工作) 会议要求! 各

地要加强高新区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认

真落实国家和省推进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

强高新区的考评工作! 完善高新区投入保障机制!

从 "#(# 年起! ' 年内省财政共安排 * 亿元! 设立

(#(综!!!述



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引导资金! 为高新区

加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该次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了 "##% 年度

优秀科技成果和杰出科技工作者代表! 并为获得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钟世镇院

士及其他奖项的获奖代表颁奖) "##% 年度共授予

省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特等奖 ( 项! 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广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的实践# 项目被授予特

等奖)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林!萍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王雅文'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

"##$ 年 ( 月 ""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科

学院在广州举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中共广东省省委

副书记* 省长黄华华!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

詹文龙等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由广东省副省

长宋海主持)

举行签约仪式前! 汪洋书记* 黄华华省长会

见了路甬祥院长一行! 就进一步加强省院合作深

入交换了意见) 路甬祥院长表示! 国务院颁布的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确立了广东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

革先行区的战略定位! 要求广东省率先建成全国

创新型区域! 在提升国家技术创新能力! 加快自

主创新步伐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希望省院

双方以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 打通科技

创新* 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 成果转移转化与规

模产业化的价值链! 发挥科技创新在支撑广东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构建我国科技创新的

新高地! 努力探索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与

经济结合的道路)

汪洋书记说!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 '# 年来!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 但由于改革开放起步较早! 过去利用廉价

的土地* 人力成本优势!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

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生产能力! 在金

融危机冲击下! 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国

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也给广东的发展

创造了新的机遇! 省委* 省政府正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针政策!

努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 因而! 广东对加快自主创新* 促进科技创

新有迫切的需求)

汪洋书记和黄华华省长表示! 广东省委* 省

政府将积极推进省院合作! 并希望中国科学院一

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广东

在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促进科研成

果在广东市场化! 为广东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

头兵提供强大科技支持和智力支撑)

签约仪式上! 黄华华省长* 路甬祥院长分别

代表广东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签署 $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 黄华华省长代表广东省委* 省政府对省

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表示热烈祝贺! 并对

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广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 黄华华省长指出! 这次中国科学院与本

省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是省院双方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对广东实现 "三促进

一保持#!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增强发展后劲!

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东将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 为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的各类人才到

广东开展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签约仪式结束后! 召开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与

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成立暨第一次

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

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 决定由广东省人

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成立全面战略合作领导

小组! 在广东省科技厅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李

兴华厅长代表省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了规划纲要编制说明)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的全面战略合

作聚焦关系广东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科技领域! 聚

焦促进与引领珠江三角洲现代产业发展的重大科

技需求! 聚焦人口健康* 资源环境等关系广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创新体制机

制! 集聚中国科学院力量! 在广东构建国家科技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创新的新高地! 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 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积累经验) 双方还将围绕广东省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 探索建立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服务平台! 加强资源整合! 形成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中国科学院属研究所与广东重要产业紧密联结

的技术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孵化网络体系- 围绕广

东省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加快推动中国科

学院院士以及从海内外吸引* 集聚高水平科学家

和科研团队入粤开展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

探索中科院 "百人计划# 为广东大型企业吸引高

水平研发及管理人才的新机制! 鼓励和支持中国

科学院与广东的大学* 科研机构* 企业联合培养

各类人才)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陈锡强'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论坛

"##$ 年 , 月 "# 日! 由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省

知识产权局共同举办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力量&&&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论坛在广州科

学城隆重开幕) 广东省副省长宋海* 广东省科技

厅厅长李兴华出席论坛并致辞) 经济界* 科技界*

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以及广东自主创新典型企业

和海外知名企业代表* 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负责

人共 "## 多人出席了该次论坛)

该次论坛是广东省 "##$ 年 "知识产权宣传

周# 的主题活动) 论坛的举办对于引导企业加强

自主创新! 提高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和保护能力!

在危机中把握机遇提升竞争力! 起到了十分积极

的推动作用)

论坛邀请了著名经济学* 科技管理* 知识产

权专家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及广东省经济发

展的影响和机遇* 知识产权战略在企业应对危机

中的作用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自主知识产权

典型企业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志成冠军

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和海

外知名企业思科系统公司的代表们与参会者分享

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做法和经

验) 知识产权和科技部门的相关人员! 向与会者

介绍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自主创新! 提升

企业竞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谢伟胜'

广东省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座谈会

"##$ 年 (" 月 (& 日! 广东省中国科学院科技

合作座谈会在深圳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黄华华!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

记刘玉浦!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黄龙

云!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深圳市代市长王荣等出

席了座谈会) 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主持)

汪洋书记认为! 广东省和中科院的全面战略

合作! 是双方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参与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一次新尝试! 对于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将产生积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 形成共识! 坚持把省院合作作为一项

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汪洋书记强调! 深化省院合作! 体制机制创

新是关键)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大胆探索建立

促进国家与地方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的

新机制! 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着力突破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积极争取更多国家

级创新平台和重大创新项目在广东布局! 共同建

设创新新高地) 一要突破科技体制机制障碍! 进

一步激发自主创新活力) 二要加快探索科技与金

融紧密结合的新机制! 加大对省院合作投入力度)

三要创新省院共建创新载体运营机制! 提高创新

效率和水平) 四要加强省院合作的组织协调! 推

动政府* 研究机构* 企业组成科技创新的 "动车

组#)

汪洋书记希望双方继续围绕 $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和 $广

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

要 %"##$&"#(* 年'( 要求! 明确阶段目标! 突

出抓好重点工作) 一要坚持规划先行! 把省院科

技合作共建创新新高地纳入双方 "十二五# 规

划) 二要重视平台依托! 加强已建创新平台的能

'#(综!!!述



力建设! 推动中科院院属科研机构与广东科研院

所* 高校的全面合作) 三要抓好项目引导! 加快

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 标志性的合

作项目) 四要加快集聚人才! 以在建和已建的重

大创新平台为载体! 以省院的人才集成能力为基

础! 在全世界招揽优秀创新人才)

路甬祥院长对广东省长期以来对中科院的发

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对院省合作一年来

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 他说! 科技的动力来

源于经济社会的需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科

学院将致力于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

础性* 战略性* 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 致力于

培养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与创业

人才! 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规模产业

化! 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科院选

择与广东省作为院省合作重点! 既希望促进广东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 又希望通过乘坐广东这艘大船出海! 为

中科院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路甬祥希望双方抓住

机遇! 加强合作) 中科院将动员全院力量积极参

与和广东合作! 联手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争

取院省合作 ' 年取得大成效! * 年走在全国最

前列)

黄华华省长对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强调要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 推动省院

合作再上新水平) 一是狠抓重点工作落实! 抓好

创新合作平台建设! 抓好省院合作重大科技项目!

加速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二要坚持改革创新!

加快完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

建立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 三要加强组织领导!

为省院合作竭尽所能提供最优质服务! 为各类人

才在广东开展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省科技厅厅长* 省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李兴华代表省院合作办汇报了省院合

作工作进展! 并提出下一步省院合作工作思路与

建议) 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 省财政厅* 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科院院地合作局* 规划局*

基础局* 广州分院等 "# 多家省院合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以及广州市* 佛山市和东莞市负责同志参

加了座谈会)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暨

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第 (,届年会

"##$ 年 + 月 (%&"# 日! 由广东省科技厅* 美

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 %:5E'* 广东省人民政

府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论坛暨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第 (,

届年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广东省人

民政府黄华华省长* 万庆良副省长! 科技部* 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 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侨办等

有关领导! 以及来自海内外生物医药界的 %## 多

位代表参加了有关活动)

+ 月 ($ 日! 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论坛暨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 %:5E' 第 (,

届年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会上! 万

庆良副省长为 "##%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

者吕克4蒙塔尼尔 %2LP6QKRSTKJUV' 博士* 美国

科学院院士罗伯特 :4加勒博士 %@QWUVR:-3SXY

XQ'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颁发了 "杰出

成就奖#! 表彰他们在生物医药领域做出的突出贡

献) 该次论坛以 "生物医药技术转化与产业化#

为主题! 开展 "重大疾病干细胞治疗前景# "临

床前和临床研发外包与技术革新服务# "中药现

代化和进入国际市场# 等 (( 个专题报告) 吕克4

蒙塔尼尔 %2LP6QKRSTKJUV' 博士* 巴瑞4夏普莱

斯 %Z-5SVV[<\SV]XÛ̂ ' 博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等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 月 "# 日! 黄华华省长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会见了出席该次论坛的主要嘉宾! 对出席论坛的

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对他们支持广东发展表

示衷心感谢) 他认为! 广东主办如此高规格的产

业发展论坛将进一步加强本省与国际生物医学产

业的合作与交流! 推动生物医学产业更好地发展)

黄华华省长介绍说! 广东非常重视科技产业发展!

"##% 年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高科技产业总值达到

了 " 万多亿元! 占产业总值的 '(.) 目前! 广东

生物医药的产值和发展居全国首位! 从业人员已

达 (# 万人! 拥有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南方医科

大学等一大批科研基地! 广东的生物医药上市公

司在全国居首位)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广东省

的生物医药产业还存在自主创新不够* 人才缺乏*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规模过小等方面的差距) 他希望广东继续加强国

际合作! 加快引进先进人才! 促进广东生物医药

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该次大会还安排国外专家* 国外大企业与本

省相关企业* 科研机构开展技术供需见面会和项

目对接活动- 组织重要嘉宾考察广东省生物医药

产业的发展情况! 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和业界高层

举行圆桌会议! 共商发展大计) 该次论坛与 :5E

年会一并召开! 切实加强了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

技人员与广东的合作交流)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王玉龙!彭向阳'

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

"##$ 年 % 月 (( 日! 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

场会在深圳市召开) 会议进一步总结推广深圳市

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对建设创新型广东作出具

体部署)

会议由广东省科技厅承办! 广东省副省长宋

海主持!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黄华华作了

重要讲话)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深圳市代市长王

荣! 广东省副省长佟星!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

华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省有关部

门负责人* 各地市分管副市长及市科技局主要负

责人! 有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代表

共 (%# 多人)

会议强调! 全省各地要结合实际! 大力学习

推广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成功经验! 加快建设

创新型广东) 广东省要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单一创新向多元创

新转变! 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 广东创新转变)

到 "#(" 年! 力争全省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 "-*.! 研发人员总量达 "% 万人左右!

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 件)百万人口! 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达到 '-% 万亿元左右! 打造 *# 家国家级

和 (# 家世界领先的创新型龙头企业! 率先把广东

建设成全国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 到

"#"# 年! 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型国际化创新体

系! 全省自主创新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建成创新型广东)

会议要求! 实现上述目标! 要在七个方面取

得新突破. 一是在推进现代产业核心技术* 关键

共性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二是在推动企业成为自

主创新主体上取得新突破) 三是在省部省院产学

研合作上取得新突破) 四是在推进高新区和专业

镇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上取得新突破) 五是在构

建高效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六是

在优化自主创新环境上取得新突破) 七是在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抓落实上取得新突破)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黄!攀'

全省2=7照明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 年 $ 月 & 日! 广东省政府在广州召开全

省2=7照明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总结广东省 2=7

照明产业发展情况! 对广东省进一步提升2=7照

明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动员和部署)

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省科技厅

李兴华厅长作广东省 2=7照明产业发展工作报

告) 各地级以上市分管副市长及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 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珠三角有关专业

镇负责同志* 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近 "## 人参加

了本次会议)

会议指出!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广东省抢抓2=7照明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 充分

发挥自身技术* 产品和市场优势! 勇于探索! 开

拓创新! 走出了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2=7照明产

业发展之路! 产业整体竞争力名列全国前茅) 一

是产业规模全国领先) 广东省是国内重要的生产

基地和最大的应用市场! 2=7封装产量约占全国

的 &#.! 约占全世界的 *#.) 二是部分技术领域

与世界同步) 在功率型封装* 2=7道路照明应用

等领域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功率型2=7系统级

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封装和应用层面

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产业布局各具特色)

广东省2=7照明产业形成了以深圳市为龙头! 以

广州&深圳为主轴! 产业链向轴两侧辐射延伸的

格局)

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省推动2=7照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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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先进经验) 一是突出抓好技

术创新! 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成果并实现产业化! 提升2=7照明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 形成了一支以 '& 家高新技术企业! * 家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力量! 在2=7领域共获得各

类专利 "'' 件! 占中国大陆的 ,+-&.) 在封装和

系统应用环节的专利数量更占据中国大陆的

&,.) 二是突出抓好机制创新! 成立广东省半导

体照明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 共建2=7照明行业

重大产学研创新平台* 2=7产业化示范基地! 应

用 "企业1用户 1银行# 的金融创新模式! 推动

产业集聚创新) 三是突出抓好方法创新! 制定产

业技术路线图! 做好示范推广的顶层设计! 引导

2=7照明产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四是突出抓好

服务创新! 率先发布2=7路灯地方标准! 着手构

建公共检测平台! 积极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参与应

用推广工作! 完善2=7照明产业配套服务体系)

会议强调! 发展 2=7照明产业意义重大! 有

利于加快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 有利于促进

广东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有利于完成广东省节

能减排任务! 有利于广东省扩内需保增长目标的实

现) 推进广东省 2=7照明产业发展! 要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抢抓2=7照明产业快速增长这

一战略机遇! 坚持政府引导* 省市联动* 示范引领

和统筹规划! 以科技攻关为先导! 以 2=7照明产

品推广应用为龙头! 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 突出

抓好产学研用相结合* 科技与金融相结合* 技术与

市场相结合! 着力推进广东省2=7照明产业发展!

推进广东省节能减排工作! 推进节能服务业发展-

着力培育一批研发能力强的优势龙头企业! 培育一

批支撑能力强的创新服务机构! 为实现广东省节能

减排目标!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加快形成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会议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重点抓

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示范工程建设! 推

动2=7照明产业率先发展) 既要抓好点的突破!

加快推进深圳* 东莞 "十城万盏# 半导体照明应

用工程示范建设! 又要做好面的推广! 继续实施

"千里十万# 大功率 2=7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

程) 二是加强科技攻关! 推动2=7照明产业创新

发展) 集中优势力量! 整合和利用国内外创新资

源! 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 优先支持2=7照明领

域科技攻关!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是加强

产业规划布局! 推动2=7照明产业集聚发展) 对

2=7照明产业进行科学规划! 指导各地 2=7照明

产业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全力打造2=7照明产

业集群! 尽快形成区域优势)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

和技术标准工作! 推动2=7照明产业有序发展)

会议要求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

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 制定落实 $广东省

2=7照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建立省市联动机

制! 合力推广应用2=7照明技术与产品! 努力创

建绿色照明示范城市! 共同推动2=7照明产业又

好又快发展) 力争到 "#(" 年! 在产业规模* 企业

实力和应用推广能力三方面实现大幅跃升! 基本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

的! 覆盖产业链各环节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基

本建立以能源合同管理 %=6:' 模式为内核* 技

术*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2=7照明产

品应用推广体系- 基本建立竞争有序* 保障得力*

监管到位的市场环境! 2=7照明产业技术水平和

整体竞争力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全力打造珠江三

角洲地区国际级2=7照明产业带! 建成全球 2=7

封装中心和最大的产品生产* 应用市场)

会议发布了 $广东省2=7产业发展技术路线

图(! 路线图系统分析了广东省 2=7照明产业发

展的优劣条件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凝练产业发

展目标! 确立支撑主流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

性技术! 描绘产业发展和创新体系建设的愿景!

并据此提出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将对广东省

2=7照明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会上!

深圳* 东莞* 中山和江门市还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袁海涛'

"##$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博览会

"##$ 年 (( 月 $&(( 日! "##$ 传统医药国际

科技大会暨博览会在广州市举行) 该次科技大会

由科技部*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 个部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联合世界卫生组织 %N/>' 共同主办! 广东省人

民政府承办) 同期还举办了 "##$ 传统医药国际科

技博览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 曹健

林!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

强等 '& 名省部级领导和来自奥地利* 日本* 意大

利* 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 多名科学家* 企业

家和政府官员参加了该次大会)

在此次大会开幕式上! 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

技部部长万钢上阐述了发展传统医药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他指出! 经验和事实表明! 传

统医药是保障人民健康和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

尤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农村* 边远贫困地区

实现 "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的目标! 从技术

到经济上都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传统医学对目

前现代医学尚难以解决的慢性复杂性疾病和老年

人养生保健等具有独到的认识和独特的作用) 因

此! 发展传统医药是一件功在民族* 利在国家*

造福人类* 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 他强调! 现代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相互交叉* 渗透* 融合!

新学科和新技术不断产生! 为证实和阐明传统医

药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

方法和可能) 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不断增

长的医疗保健需求! 我们应该开展多学科* 跨领

域和国内外的合作! 应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通过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突破制约传统医药发展的科

学问题! 使传统医药走向快速* 有效的发展道路)

万钢还介绍了由科技部牵头* 国务院 (+ 个部门共

同发布的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

"#"# 年'( 和中国政府鼓励传统医药发展的具体

措施) 最后! 万钢部长提出了建立国际多边合作

共同研究传统医药的倡议)

该次大会设 $ 个分会* % 个同期专题活动和 (

个基地会) 学术分会从更新* 更广的角度! 与国

内外各界名流! 交流中医药领域研究成果! 探讨

面临的困惑和问题! 商讨了传统医药发展的大计)

% 个同期专题活动分别对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

中医医院建设如何保持中医药特色和发挥优势*

危机管理和新医改形势下医院传统中药的发展策

略* 中药制药装备的现代化* 中医诊疗仪器研发

与应用等进行研讨)

同期举行的博览会以 "大健康产业# 为主

题! 集中展示了传统医药的研究成果和与传统医

药相关的健康产品) 博览会展区分为 ' 个区域.

综合展* 基地企业展* 专业展) 综合展区约 ( ###

余平方米! 集中展示了传统医药的研究成果) 基

地企业展区约 + ### 平方米 % ### 平方米! 主要

展示了传统医药和中药基地的建设成就* 传统医

药生产企业的发展成就* 商贸洽谈* 产学研对接

等) 专业展区涵盖了所有以中药和传统医药为原

料的各类健康产品! 具体包括药品* 院内制剂*

保健品* 卫生用品* 道地药材* 中药饮片* 中药

提取物* 诊疗仪器* 实验设备* 中医药文化产品

等) 博览会开展期间! 参展企业达 ',# 多家! 入

场参观人数超过 * ### 人次)

该次大会不仅为全球中医药同行专家提供一

个横向交流的平台! 比较集中地展现当前中医药

学科的前沿和发展动向! 还大力弘扬了 "南药文

化#! 提升了广东省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 是促进广东省中医药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

举措) 举办该次大会有利于拉动经济* 扩大内需*

稳定发展! 吸引世界眼光聚焦广东省中医药产业!

对振奋行业信心* 鼓舞行业士气* 凝聚行业力量!

进一步挖掘广东省在中医药科研* 医疗* 人才等

方面的潜力! 推动技术进步和中医药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有极大的作用)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王玉龙!彭向阳'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

"##$ 年 (( 月 "( 日!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

合作联盟在广州成立! 并召开广东&独联体国际

科技合作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 该联盟

发起单位共有 *( 家! 其中独联体国家的成员单位

(* 家) 参盟单位包括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还

包括风险投资机构以及政府部门! 形成 "官产学

研金# 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联合体) 科技部* 省

科技厅* 省外专局*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局* 白

云区*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省农科院* 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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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科学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暨南大学等各相关

单位领导! 来自俄罗斯驻广州总领馆* 乌克兰国

家科学院*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官员和专家!

以及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家* 华南师范大学*

省风险投资集团* 广州无线电集团* 广东世创金

属科技公司* 广州白云化工气等 *( 家联盟发起单

位代表! 白云区相关企业代表共约 ('# 人出席了

该活动)

会议上!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一等秘书李谦

如作 "独联体科技形势报告#! 向参会的联盟发

起单位代表简单介绍了独联体国家近期的科技经

济形势! 以及与广东省开展科技合作的情况) 会

议通过联盟章程! 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省科技厅陈

新副厅长当选为联盟理事长- 省科技厅交流合作

处王韧处长当选为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省外专局*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局* 白云区政府* 白云电气*

白云化工*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白俄罗斯国家

科学院等 "# 家单位当选为联盟副理长单位- 白云

国际科技研究院的郭凤志当选为联盟秘书长! 联

盟秘书处为常设的办事机构)

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在联盟成立大会上作总

结讲话! 他指出! 组建该联盟是广东在推动国际

科技合作方面的创新性举措! 标志着珠三角企业*

研究机构* 大学等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已走出 "单

打独斗# 的局面! 迈向政府搭建平台的 "组织

化# 阶段! 具有鲜明特点. 一是按照 "哑铃型#

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组建联盟! 境内外各设秘书处

及研发中心! 把国内外两个合作网络做大做强做

实! 并使两个网络结合得更紧密- 二是联盟成员

单位国际化! 联盟单位不仅包括广东的企业* 科

研机构! 还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的相

关单位- 三是 "官产学研金# 结合! 发挥不同类

型机构的互补优势! 由政府构建更加有效的国际

科技合作环境! 同时也为广东省的企业 "走出

去# 提供更广阔更便利的舞台- 四是联盟平台开

放共享! 国内外所有参与合作的单位! 参盟自愿!

退盟自由) 李兴华厅长还对 "哑铃型# 国际科技

合作新模式向与会代表作了画图讲解! 明确表示

"#(# 年省科技厅将拿出 ' ###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针对独联体国家开展的科技合作)

中共白云区区委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 白

云区将尽最大的能力支持联盟的建设! 未来连续

* 年白云区将每年拿出 ( ### 万元科技专项经费!

用于支持联盟建设和扶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同

时! 利用广州民营科技园扩园的契机! 积极参与

"广东省国际科技创新院# 建设! 完成 "俄国际

科技产业园# 约 ''' 公顷建设用地的总规划方案)

参加联盟成立大会的代表* 俄罗斯驻广州总

领馆0B谢尔盖副总领事共同出席了 "广东&独

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揭牌仪式及 "广东&独

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网# 开通仪式) 在揭牌仪

式上分别接受了白云区政府 ( ### 万元* 广州白云

化工公司 %# 万元* 广州白云电气集团 *# 万元等

对联盟的专项扶持资金捐赠)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交流合作处!董!茗'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实施十周年总结大会

"##$ 年 (" 月 (& 日! 科技部和财政部在北京

隆重召开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实施十周年总

结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

同志专门发来贺信) 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

长万钢! 科技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李学勇! 财政

部副部长丁学东! 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等领导出

席会议) 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科技* 财政厅 %委* 局' 以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科技局* 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 部分创新

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以及创新基金项目承

担过企业的代表 "## 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 科技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李学勇宣读

了刘延东同志的贺信) 刘延东在贺信中充分肯定

了创新基金十年来在积极探索公共财政有效引导

社会资本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创业方面的成绩

和做法) 他指出创新基金要在新的起点上! 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更

大贡献)

万钢部长全面总结了创新基金实施十年显著

成效! 深刻分析了创新基金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

新需求! 对创新基金未来发展提出了加快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 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营造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良好创新创业环境以及强化制度建设* 提高管理

水平的四个方面要求) 丁学东副部长指出! (# 年

来创新基金政策内容不断丰富! 支持方式不断完

善! 支持创新创业成效日趋显现) 下一步! 要围

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突出工作重点! 优化

支出结构! 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充分发挥

创新基金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

作用)

会议上! 对全国 %$ 家创新基金工作先进单

位* "#" 名先进个人和 (&+ 家优秀企业进行了表

彰)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中山市财政局被授予 "先进单位# 称号) 广东省

科技厅梁丽娟*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梁凤鸣* 广东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刘宏滨*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许海力*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杜庆山*

深圳市科技中介同业公会朱雯* 广东省财政厅黄

小群* 广州市财政局杨雪君* 深圳市财政局陈鹏

被授予 "先进个人# 称号) 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

公司* 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达意隆

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欧比特

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永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市科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德普施科技有限

公司被授予 "先进企业# 称号)

为更好地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鼓励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国务院于 ($$$ 年 * 月正式批准设立了用于支持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主要以贷款贴息* 无

偿资助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 通过支持成果转化

和技术创新! 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它重

点支持产业化初期* 技术含量高* 市场前景好*

风险较大* 商业性资金进入尚不具备条件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 年! 广东省累计获得国家立项支持共

( (%#项! 资助金额达 &-"+ 亿多元) 其中! 中大达

安基因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公司* 深圳

市长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尔医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

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御银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微创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等一批受资助的企业迅猛发展! 成功

上市)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龚建文'

第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 年 (( 月 (+&"( 日! 第 (( 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以下简称 "高交会#' 在深

圳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在该届高交会上! "自主创

新* 开放融合* 共同发展# 成为世界各国政府*

创新型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识)

该届高交会共有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个代表团* ' ### 多家参展商* ( %## 多家投资商

和 (* ### 多个项目参加了展示* 交易和洽谈) 其

中! 俄罗斯* 德国* 匈牙利* 比利时* 芬兰* 韩

国等 (& 个国家共组成 "+ 个代表团参展! 参会国

家和地区数* 论坛演讲嘉宾数* 出席的外国部长

数均创新高) 该届高交会参观人数共达 *#-+ 万人

次! 专业观众人气指数为 "("-*! 还有 "## 家海内

外媒体的近 ( '## 名记者参与大会报道) 在本届高

交会上! 共成交项目 %*+ 个! 成交额比上届增长

了 &-'$.)

该届高交会以 "创新4创业4发展# 为主

题! 设置有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高新技术专业产

品展* 论坛* L̂]UVH<;8=@专题活动* 高新技术

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板块活

动! 展区总面积为 (' 万平方米)

该次高交会期间! 国家发改委在深圳隆重召

开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暨国家信息化试点授牌表彰

大会! 对我国首个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深圳*

第 (+ 批 %' 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家新建

的国家工程实验室* "+ 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 (% 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 个国

家信息化试点工程等项目进行授牌) 国家发改委

还同期举办了以 "加强自主创新! 推动产业振

$#(综!!!述



兴# 为主题的展览)

"##$ 年 * 月! 分别在德国和匈牙利成功举办

了高交会海外分会! 为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构

筑了一个便捷的通道)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

该届高交会共设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国家高

新技术成果展* 海外高新技术成果展* 国内省区

市高新技术成果展* 光电平板显示展* 高校高新

技术成果展等 $ 大展馆) 其中! 由广东省外经贸

厅* 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 省知识产权局等单位

联合组织的广东展团设在深圳会展中心 $ 号馆!

展出面积 %## 平方米! 共有 && 家企业* 高校及科

研院的 ((% 个项目参展! 参展规模位于全国各省

市之冠)

该届高交会还展示了新中国 +# 年科技成就以

及国家 "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等相关的

技术成果) 其中! 中科院组织展示了建院 +# 年以

来的自主创新成果和项目- 国家发改委以 "加强自

主创新! 推动十大产业振兴# 为主题! 组织了涵盖

"十大振兴产业# 的 +#家代表性企业参展)

该次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高新技术专业产品

展凸显两大特色) 一是 "绿色展会#! 其中 "49

展# 突出 "绿色49# 概念! "电子展# 突出节能

环保主题) 商务部* 农业部展区都突出绿色概念!

各省区市展团也集中展示了一大批节能环保项目)

二是国内省市展区首次按经济区域进行布展! 区

域合作特点更加鲜明) 展会设置 "长三角经济

圈# "珠三角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 "东北经

济圈# "西部经济圈# "中部经济圈# 等展区! 充

分展示各区域的科技成果*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

就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论坛, !该届高交会的各个论坛围绕应对金融

危机和创新创业展开) 来自中国* 俄罗斯* 以色

列等 (( 个国家的 (+ 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出席 "部

长论坛#! 纵论各国在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 信息

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思路! 探讨经济复

苏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讨论各国在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 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思路)

中外:=>论坛上! 来自国内外的 % 位:=>就

"危机* 变革* 可持续发展# 话题! 与在座嘉宾

分享心得* 交流经验! 共议危机下的变革与发展!

探讨世界经济转型时期企业所面临的危机* 变革

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论坛以 "科技创

新* 绿色发展# 为主题聚焦新能源的技术合作与发

展等问题) 该论坛分别就 "区域和多边在节能减

排* 新能源* 低碳经济技术研发合作# "推进我国

自主创新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化# "规范新能源发

展# "传统能源向清洁化升级# "太阳能光电技术

在建筑领域应用# "加大金融对新能源发展支持力

度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能源行业# "企业对气候变

化的责任# 等话题进行讨论! 为国内外专家学者*

国际组织* 政府职能部门* 能源领域企业高层! 提

供一个探讨* 交流与务实合作的平台) 论坛还邀请

了我国重点产业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做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企业代表! 与业界分享经验与智慧) 新

能源汽车* 科技园区* 太阳能* 风能* 核能* 生物

质能等领域! 钢铁* 电力* 制造业* 煤炭* 石化等

行业杰出企业优秀代表均受邀参加)

此外 "资本市场高峰论坛# "世界创新高峰

论坛# 和 "中国创业家论坛# 等分别就创业板*

知识产权以及创新创业展开探讨! 均邀请业界和

企业的多位嘉宾演讲! 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研

究成果和思想)

+ L̂]UVH<;8=@专题活动, !本届高交会 L̂]UVH

<;8=@专题活动重点内容&&&由东京证券交易所

主办的 "海外资本市场的融资之路# 专场推介

会! 于 (( 月 (& 日下午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日本投资银行* 风险投资公司等机构的专

家从各个角度详细介绍拥有先进技术资源和丰富资

金的日本市场! 包括新兴企业在日本市场的融资*

技术引进* 私募基金的导入以及在东交所新兴市场

上市等热门话题! 为新兴企业的发展开启一条全新

路径! 并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新兴企业如何吸引外

资* 如何提高在海外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广东省科技信息中心'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第 ("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年 (" 月 "+&"% 日! 由教育部* 科技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学院* 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北京* 上海*

天津* 长春* 哈尔滨* 杭州* 济南* 武汉* 成都*

西安* 南京* 厦门* 苏州市人民政府以及香港贸易

发展局和欧美同学会协办的第 (" 届中国留学人员

广州科技交流会 %以下简称 "留交会#'! 在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琶洲' 举行! 共

* ###多位海内外嘉宾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宣布大会开幕! 中

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智勇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国家和部 %院* 办' 领导还有全

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文普* 主办单位副

部级领导郝平* 王晓初* 任启亮* 李家洋和中央组

织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徐家新* 科技部副秘书长王志

学以及广东省* 广州市领导黄华华* 朱小丹* 肖志

恒* 张广宁* 方旋等)

与历届留交会相比! 该届大会参会留学人员

人数* 层次* 留学人员专业社团数和参会项目水

平! 均创下历史新高) 该届留交会要求留学人员

至少在海外取得硕士学位并有 ' 年以上工作经验!

参会资格明显高于往届! 有 " ''( 名符合条件的海

外留学人员参会! 分别来自美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德国等 '" 个

国家和地区! 其中博士占参会留学人员总数的

**.! 比上届增加 ,.! 金融* 证券服务行业人

才较 "##% 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 新能源* 节能

技术专业人才从 "##% 年的 *.上升到 (".) 海外

留学人员专业社团参会数量首次突破 (## 个大关!

达到 ("( 个) 参会社团数量多* 质量高! 其中新

加坡科技专家访华团组织了 ('# 多位代表到会)

留学人员参会项目达 %'# 项! 比 "##% 年略有增

加! 主要涉及生物医药* 新材料* 机电一体化*

环保和新能源* 电子信息等领域! 项目质量有较

大提高) 此外! 大会还特邀了一批海外杰出的华

人专家到会交流)

北京* 上海* 江苏* 新疆* 苏州等 *# 个兄弟

省市政府! 全国 ," 所高校* "(# 多家科研机构*

创业园及企业均派出历届以来最庞大代表团到会

展示交流! 提出项目需求达 %+# 多项! 海外人才

岗位需求 % ### 多个! 大会展览面积达 ' 万平方

米) 共有 ,-* 万名专业观众进场参观交流! 现场

累计洽谈人数达 (' *,# 人次! 洽谈项目达 ' &*,

项次! 其中有 +%$ 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或签订协

议) 大会期间共有 %-" 万人次通过网络进行在线

交流! 发出合作邀约 (-' 万项次) 该届留交会举

办的第 , 届 "春晖杯#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

赛项目经评选后共有 "## 个项目入围! 并成为各

地政府* 创业园区* 企业以及投资机构争抢的对

象) 大会期间! 共有 (+& 名入围者汇聚广州进行

对接交流! 签订投资及合作意向 ('% 份! 签订入

驻留学人员创业园意向 (,+ 份) 该届留交会! 广

州市继续推出 "+ 个技术难题张榜招贤! 吸引了

"%# 位留学人员前来洽谈! 其中 '$ 位留学人员现

场与招贤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大会组织了一系列高端论坛! 如中国航空航

天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高

峰论坛* 科技创新创业与绿色中国论坛* "##$ 中

国 %广州' 资讯科技产业发展论坛等! 邀请了刘

大响院士* 戚发韧院士* 沈力平少将等航空航天

英雄和一批在医学界和产业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

者到会演讲和进行学术交流) 大会重点组织了优

秀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 全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工作研讨会和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中国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 安排留学人

员代表与政府高层对话! 组织各地从事人才引进

工作的代表进行研讨) 在优秀留学人员代表座谈

会上! 来自美国的蔡亦钢* 王全录等 * 位优秀留

学人才代表围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创新

型国家建设# 的主题作了富有建设性的发言! 李

智勇副部长和汪洋书记充分肯定了海外高层次人

才为国家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会议期间! 中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 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日报(*

$羊城晚报(* $广州日报(* 广东电视台* 广州电

视台* $大公报(* $文汇报( 等 ,# 多家主流媒体

报道了大会盛况! 彰显了留交会聚贤纳才的品牌

效应)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黄!琼'

(((综!!!述



全省科技统计指标

"##$ 年! 广东省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队伍继续壮大! 较上年增加 ,-' 万人-

@A7经费稳步增长! 较上年增长 "$-,.- 科技活

动机构数是基本持平- 发表科技论文数量* 专利

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省重大成果数量都较上年

有所上升)

科!技!人!力

"##$ 年! 广东省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达 (,+-"$ 万人! 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中! 工程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人员* 科学

研究人员分别有 (*-'+ 万人* (-*% 万人* #-+# 万

人! 分别占总体的 (#-*#.* (-#%.* #-,(.

%见表 ( H* H( H(')

科!技!经!费

@A7经费保持稳步增长) "##$ 年! 全省

@A7总 经 费 +*"-$% 亿 元! 比 "##% 年 增 长

"$-,.! 占378的 (-+*.- 政府科技拨款 (+%-*#

亿元! 比 "##% 年增长 "&-".! 占财政支出

'-%$.! 比 "##% 年提高了 #-'% 个百分点 %见表

( H* H" H(')

"##$ 年! 全省研究机构@A7经费为 (&-+# 亿

元! 高等院校为 "'-$$ 亿元! 企业为 +##-,$ 亿

元! 分别占总体的 "-&.* '-&.* $"-#.) 按经

费来源分! 政府资金 *&-"$ 亿元! 占 %-%.- 企业

资金 *&&-$+ 亿元! 占 %%-*.- 国外资金 *-,# 亿

元! 占 #-%.- 其他资金 ("-'' 亿元! 占 (-$.

%见表 ( H* H" H"')

表 ! ", "! "!$全省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 %%&&*!%&&('

指标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绝对

人数

%人'

比重

%.'

工程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农业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研究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注. 其他人员含经济人员* 财会人员* 统计人员* 文艺人员* 外语翻译人员)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全省科技活动经费增长情况 %%&&*!%&&('

指标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A7经费 %亿元' "(*-($ ",$-+ '('-#, ,#*-*# *#,-*& +*"-$%

!占378比重 %.' (-(, (-(" (-($ (-'# (-,( (-+*

政府科技经费拨款 %亿元' +*-'& %'-&& (#,-(# (($-"+ ('"-*" (+%-*#

!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 '-*' '-+& ,-#% '-&% '-*( '-%$

表 ! ", "% "%$全省@A7经费明细情况 %%&&('

单位. 亿元

项目 合计 企业!!!!!!

工业企业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其他

@A7经费 +*"-$% +##-,$ **"-'& (&-+# "'-$$ (#-$(

!_政府资金 *&-"$ "#-$$ (&-++ ('-&+ (+-"( +-''

!!企业资金 *&&-$+ *+$-%' *"+-** #-$& *-%* (-'"

!!国外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科技活动机构

"##$年! 广东省科技活动机构共有 , "%# 个!

其中科研机构有 (%' 个! 全日制所有制普通高校

科技活动机构有 '*( 个! 企业科技活动机构有

' +%+个! 其他类型科技活动机构有 +# 个! 分别占

总数的 ,-"%.* %-"#.* %+-(".和 (-,#. %见

表 ( H* H' H(')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含已转制机构',

"##$ 年! 全省共有科研机构 ,#' 个! 其中自

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 (*, 个! 社会

与人文科学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 (( 个! 科技信息

和文献机构 (* 个! 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 个和

转制机构 &, 个)

全省 ,#' 个科研机构的职工总数为 '-#& 万

人! 其中科学活动人员 "-(( 万人! 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 万人! @A7人员 % *## 人年) 全省科

研机构@A7经费为 "#-$( 亿元)

+高等院校科技机构, !"##$ 年! 广东省有高等

院校 ("$ 所! 拥有研究机构 '*( 个) 高等院校共

有@A7人员 "$ $'% 人! 其中研究机构 @A7人员

, &#% 人) 高等院校 @A7经费为 "'-$$ 亿元! 其

中科研机构@A7经费为 '-+* 亿元)

+企业技术开发机构, !"##$ 年! 工业企业办研

究开发机构 ' "," 个! 机构研发人员 (%-+, 万人!

机构研发经费 '&+-*, 亿元)

科研课题与科技成果

"##$ 年全省各类单位共开展 @A7项目 +-,*

万项! 参加项目人员全时当量 "*-'' 万人年! 项

目经费 *&#-$& 亿元)

"##$ 年! 全省科技执行部门共发表科技论文

&& +(* 篇! 比 "##% 年增长 ("-*.! 其中科研机构

* %*(篇! 高等院校 *% #'% 篇! 企业 & &'# 篇) 全

省科技执行部门共申请专利 +( #%' 件! 其中科研

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分别申请专利 +'$ 件*

'((综!!!述



" *%%件和 *& *+( 件) 全省科技执行部门共出版科

技著作 " *## 种! 其中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

分别出版 (", 种* " (%* 种和 ,* 种 %见表 ( H* H

, H(') 全省共获 "##$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

项! 获 "##$ 年度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 项! 省级

重大科技成果登记 *#, 项 %见表 ( H* H, H"')

表 ! ", "# "!$科技活动机构概况 %%&&('

指标 合计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

工业企业
其他

技术开发机构数 %个' , "%# (%' '*( ' +%+ ' "," +#

@A7人员 %人' "#( #$( % $'+ , &#% (%+ ,,% (&% (*' ( ###

@A7活动经费 %亿元' '$%-&' (&-+# '-+* '&+-*, '+(-&, #-$*

表 ! ", "* "!$科研课题及科技产出情况 %%&&('

指标 合计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

工业企业
其他

@A7项目数 %项' +, *,, ' (&& '( "+" "% ('* ", %&% ( $&#

@A7项目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 ',' * &#+ (* +*, ""' (+( "#' &,( % %""

@A7项目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 &#$ ++, && *+( (*# %"" * ,'+ &+( * #(+ ,,& ,, *($

专利申请数 %件' +( #%' +'$ " *%% *& *+( *, $"" "$*

发表科技论文 %篇' && +(* * %*( *% #'% & &'# , '"* * $$+

出版科技著作 %种' " *## (", " (%* ,* & (,+

表 ! ", "* "%$国家及省级科技成果奖励情况 %%&&*!%&&('

单位. 项

指标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国家科技奖励成果 "( (* ($ "$ '# "+

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 "%% "%% "$( "%% "&'

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 *%% +"" ,%# ,'' *#,

注.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已列入该年度省级科技奖励成果总数统计)

%广东省科技统计分析中心!张金水'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科技政策法规

!!不断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落实! 发挥

政策法规在引导* 鼓励* 扶持* 促进自主创新中

的重要作用! 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

段! 对广东省实施 "双提升# 战略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年! 广东省在科技政策法规的制

定* 宣传* 落实工作上卓有成效. 以 "两个条

例# 为突破口! 科技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企

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落实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全省已落实企业研发费抵扣额位居全国第 "- 在

全国各省市中第 ( 个全面系统制定落实自主创新

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组织开展 "##$ 政府采购论

坛- 促成省政府建立全国第 ( 个落实促进企业自

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在全国第 ( 个以

省政府名义召开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

发布会- 启动开展珠三角地区自主创新政策巡回

宣讲培训活动)

科技政策法规研究与制定

+$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意见(,

"##$ 年 , 月!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

$贯彻 0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1 实施方案( 的有关精神! 省科

技厅牵头会同省财政厅启动了广东省自主创新产

品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细则起草工作) + 月 " 日!

由省科技厅牵头起草的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

科技厅关于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

意见( 正式印发实施) 该政策文件在全国率先对

如何在政府采购整个过程中体现促进自主创新的

理念做了详细规定! 对 "价格扣除# 等关键概念

进行了明确定义与量化规定! 增加了自主创新产

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 突出了科技创新的支撑引

领作用! 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合理性)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暂行办法(,

根据 $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分工

方案( 的有关精神! 省科技厅牵头会同省委组织

部开展了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办法(

初稿的起草工作! 在研究* 吸纳各相关部门反馈

意见和建议并征求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等 &# 家单位的意见后! 拟定了 $广东省引进创新

科研团队评审办法 %审议稿'(! 并于 "##$ 年 (#

月 "# 日通过广东省人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审议!

出台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暂行办法()

该政策文件的出台! 对于大力引进广东省急需的

创新科研团队以及为广东省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陈!晓'

科技政策法规宣传与落实

+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落实, !自 "##% 年省

科技厅* 省经贸委* 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联合下发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试行办法( 以

来! 省科技厅坚持按照 "全面动员* 广泛宣传* 抓

紧培训* 建立机制* 以点带面# 的方针! 有重点*

有步骤地督促* 指导和组织各市开展企业研发经费

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工作) "##$年 '月! 组织编写出

版了全国第 (本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实操

指南(! 帮助企业突破落实研发费税收抵扣政策过

程中的财务操作难点) 随着政策落实工作的不断推

进! 广东省内绝大部分地区的企业不同程度地享受

到了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优惠! 珠三角地区尤为突

&((科技政策法规及软科学计划



出! 企业研发负担明显降低) 据初步统计! 截至

"##$年年底! 广东省已有 ( ### 余家企业享受到了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已落实的企业研发费

抵扣额由 "##%年的 (*亿元提升到 *#亿元! 抵扣力

度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 ")

+自主创新政策宣传与落实,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落实!"##$年! 根

据 $广东省关于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的管理办法 %试

行'( 的有关规定! 省科技厅牵头会同省发改委*

经贸委* 财政厅等部门! 启动了广东省首批自主创

新产品认定工作! 按技术领域对省内各地 ( '$% 项

申报产品分批进行专家初审和联合复审) "##$ 年!

评审产生第 (批 ('# 个认定产品! 第 " 批 "&+ 个拟

认定产品) 第 (批评审产生的医疗器械* 工业装备

与自动化系统*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通信产品和软

件等 *个领域的 ('# 个认定产品中! 符合政府采购

要求的 (($个产品已被纳入 $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

创新产品清单( %"##$ 年第 ( 期'! 为广东省人民

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落实 $广东省自主创新产

品的政府导购的若干意见( 提供重要基础)

出版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操作指南(

"##$年 %月! 省科技厅牵头会同省财政厅在全

国率先出版了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操作指

南(!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该书

系统* 详细地介绍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制度的

作用与国内外情况*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的条件与关

键点* 政府采购的实操流程以及典型问题与对策!

为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享受政府采购政策

扶持提供了明确指引! 不少企业凭借 $广东省自主

创新产品证书( 成功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建立广东省落实促进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

制度!"##$ 年 % 月 '( 日! 广东省落实促进自主创

新政策联席会第 ( 次会议召开) 会议由广东省人

民政府李捍东副秘书长主持! 宋海副省长* 省科

技厅李兴华厅长以及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和省新闻

办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席会

议工作制度! 听取了广东省各有关单位关于促进

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落实情况的汇报! 研究了政策

落实工作的有关事宜) 该制度将为推动国家和广

东省各种促进企业创新政策的落实和检查监督工

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发布会召开

"##$年 $月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召开了落实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发布会) 省科技厅李兴

华厅长作为主发布人到会并介绍了广东省落实促进

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总体情况* 进展成效和下一阶段

工作计划! 重点推介了近期出台的 $广东省自主创

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 新华社* 凤

凰卫视* $南方日报(* $香港商报(* $科技日报(

等 '#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的成功

召开对广东大力宣传和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

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珠三角地区自主创新政策巡回宣讲培训

"##$ 年 % 月! 省科技厅启动了珠江三角洲 $

市企业创新政策宣讲培训活动! 全面轮训珠三角

地区的各类科技型企业的研发人员* 管理人员和

财务人员! 使企业了解掌握相关创新政策)

$月 ",日&(#月 (* 日! 省科技厅组织有关领

域专家组成政策宣讲团! 开展了 "珠三角地区自主

创新政策巡回宣讲周活动#! 就企业研发经费税前

扣除和国家高新企业认定* 科技金融和中小企业融

资贷款等政策的实操! 对珠三角地区 $ 市的创新型

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现场培训) 来自省科技

企业战线上的 " +## 多名企业管理* 财务人员参加

了宣讲活动! 活动期间! 宣讲团为企业免费发放了

" ###多册 $企业自主创新政策 (##问( 和 ' "##份

讲义) 很多企业代表在宣讲会后主动通过电话* 电

子邮件等方式与专家取得联系! 详细咨询本省促进

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 并表示本次政策宣讲活动开

展得很及时* 很有效! 对于企业 "用好与用足# 政

策以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各市

科技局的领导对本省开展自主创新政策巡回宣讲活

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活动的显著效果和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赞同) 各地新闻媒体积

极参与报道! 产生了强大的新闻舆论导向作用! 收

到了良好的自主创新政策宣传效果)

举办政府采购论坛!"##$年 $月 ((日! 省科技

厅会同省财政厅协助南方日报社成功举办了 "##$政

府采购论坛! 强调广东省将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的一

系列改革! 重点支持具有自主创新* 节能环保产品

的企业! 对引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走自主创

新* 节能环保之路提供了重要的风向标)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陈!晓'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软科学研究计划

"##$ 年! 为促进广东省软科学研究组织管理

的信息化* 规范化* 系统化和成效化! 广东省在

抓好软科学研究计划* 组织实施好重大软科学研

究项目的同时! 也在管理方式转变* 体制机制创

新等方面下功夫!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软科学研究组织管理

"##$ 年! 省科技厅围绕省委* 省政府落实科

学发展观*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和劳动力双

转移等重点工作部署以及本省科技工作中心任务!

按照 "边立项* 边研究* 边出成果* 边转化# 的

思路! 重点组织开展一批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

为科技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全年共受理

项目申报 +%$ 项! 经过严格评审! 共安排了 "完

善广东自主创新政策法规体系研究# "科技支撑

引领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 5三农6 信息

化建设重大专项研究# 等 + 个重大专题* (" 个重

点课题以及一批面上自选课题)

通过定向组织! 部分重大专题提前启动了前

期研究工作) "完善广东自主创新政策法规体系研

究# "广东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操

作实务研究# "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

策实施细则研究# 等项目的部分成果在实施过程

中以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丛书# 的形式出版!

如.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实操指南( $企

业自主创新政策 (## 问(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

制度操作指南( 等) 这些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

为帮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渡过金融危机! 走

上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及时* 有力的支持)

"##$ 年! 省科技厅制定形成 $广东省软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报告参考提纲及撰写规范 %试

行'(! 供各承担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在提交项目报

告* 申请结题验收过程中参照执行! 增强了软科

学研究项目管理的规范性)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陈!晓'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 年! 广东省的 "基于产学研相结合的科

技中介模式研究# 项目获得 "##$ 年度国家软科学

研究计划立项)

该项目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的现

状及其发展模式为参照! 对比我国产学研合作发

展较快的北京* 上海* 广东等地的发展状况! 运

用分析* 比较和综合的方法得出我国产学研合作

的特点及出现的问题! 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就如何让科技中介机构更好地在产学研合作中发

挥重要的沟通及桥梁作用! 提出了基于产学研合

作的科技中介的典型模式运作机理及改进措施)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陈!晓'

$((科技政策法规及软科学计划





民营科技企事业单位发展

"##$ 年! 广东省继续贯彻落实 $中共广东省

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

定( 和 $广东省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精神! 重点抓好民营科技园建设和民营

科技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逐步提高民营

科技企业管理水平! 促进民营科技园成为高新技

术孵化基地* 特色产业集群和产学研结合示范区!

促进区域经济和民营科技产业实现新发展)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试点工作

"##$ 年! 广东省新认定的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有 '(, 家) 截至 "##$ 年年底! 经全省各级科技行

政部门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近万家! 技工贸

总收入超过 % *## 亿元! 技工贸总收入在亿元以上

的民营科技企业超过 ( ### 家) "##&&"##$ 年!

广东省财政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三项费用累计

投入 " ,## 万元! 全省共安排民营科技园建设项目

和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试点项目 (", 项)

"##$ 年! 省科技厅安排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

新试点项目 (' 项 %见表 ' H( H( H('! 下拨经费

('# 万元) 通过项目的实施! 广东省民营科技园

和民营科技企业经济* 科技实力明显增强! 取得

了较好效果)

表 # "! "!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试点项目一览表 %%&&('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

一种汽车制动鼓的铸造方法及模具的自主研发和

产业化
平远县恒明汽车底盘制造有限公司

" 环保包装材料自主创新企业试点 广东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 灯盏花素口服微乳释药系统的研究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电子级硫酸镍自主创新试点项目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原创动漫影视片的制作和衍生品开发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从陶瓷机械到机器人装备&&&民营科技企业自主

创新* 产业升级的探索
广东科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 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产品创新与产业化升级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 数字电视一体机板卡的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远光财务管理系统F'-#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车用无铅阴极电泳涂料的研制及产业化 中山大桥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

9̀72((#)

$

' H#-#(/ % 9̀7(()

$

' H#-#(a'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创新开发
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

("

利用禽畜粪便生产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资源化

利用研究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 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试点项目 河源市天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科技经济发展



+环保包装材料自主创新企业试点, !该项目实

现了新型绿色5>8̂热收缩包装薄膜的产业化! 完

成了 ( 项发明专利授权! 包括实现原材料和关键

生产设备的国产化! 实现可涂覆合成纸的产业化!

完成双向拉伸聚苯乙烯扭结膜的研究开发和产业

化! 完成了降解包装材料的研究开发! 企业建立*

实施了相关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产品创新与产业化升级,

该项目通过深入* 系统地研究南美白对虾营

养素的需求量及其之间适宜的比例关系! 完善主

要饲料原料的生物利用率数据库! 建立低鱼粉用

量的饲料开发技术! 改进现有对虾饲料生产工艺

及流程! 开发出安全* 优质* 高效的新型南美白

对虾配合饲料! 并将相关成果进行了产业化推广

应用! 实现产值 ' *## 万元! 利税 ($# 万元)

+远光财务管理系统 F-'#, !该项目应用微软最

新的 Ê]-0UR"-# 技术实现 5)< 软件架构! 应用

EbSM技术! 解决 5)< 软件交互难的问题! 开放灵

活的取数引擎和插件技术! 从各种商业应用系统

的任意数据源获取数据! 自动生成不同业务类型

的机制凭证和报表) 全面支持$信息技术 会计核

算软件数据接口(%国家标准 35)9($*%( H"##,'!

生产国家标准的财务数据文件! 满足企业财务信

息系统二次开发的需要! 从而实现国家财务审计

信息化障碍消除)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黄!欢'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年! 省科技厅开发* 建设了广东省级科技

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团的网上申报系统! 使上述

两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全年度

审批通过了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等 ' 家广东省级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按照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

局的要求! 对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家广东省级

社团* (家基金会开展了年度审查工作)

+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 !该院成立于 "##$ 年

' 月! 是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主管* 广东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的行业研究与产业服务机构! 现有专*

兼职研究人员 '# 余人! 其中具有教授等高级职称

的人员 (" 人! 研究生以上学历 "( 人)

近两年来! 该院为北京* 广东* 江苏* 河北*

黑龙江* 四川* 福建* 辽宁* 河南* 云南* 湖北*

湖南* 山西* 重庆等 (, 个省区* 直辖市的 "' 个

政府机构提供了产业咨询服务! 为全国家具行业

的 "+# 余家企业提供了产业政策* 技术咨询与培

训服务! 与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广东商学院等 (" 所大中专院校达成了产业

研究项目合作! 承担了省级科研项目 ( 项! 承担

社会及企业研究课题 (% 项! 并与国家环境保护部

"十环标志认证中心#* 国家家具质检中心* 国家

发改委政策研究中心等部门* 机构开展了产业科

技和政策合作! 并与 456* 神州数码网络有限公

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 家优秀信息化企

业展开了行业信息化* 工业化融合试点工作)

该院汇集了中国家具产业内外优秀的智库资

源! 先后主办或联合主办了多个在行业内外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大型活动! 如. 广东家具产业升级

战略发布会* 广东家具北京市场战略研讨会* 第

+ 届及第 & 届中国家具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首届

广东家具品牌联盟原辅材料联合采购大会* 全球

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论坛* 原创型重点保护企业发

布会* 广东省家具行业 "两化# 融合大会* 中国

家具产业秩序发展论坛等! 每次活动均有上千人

参与) 来自广东省委* 省政府* 省政协及国务院

发改委政策研究中心等各级单位的领导多次参加

活动并作出重要指示! 在行业内引起了极大影响!

促进了行业科技及管理进步)

与此同时! 该院坚持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政策! 结合广东省家具产业规划! 以企

业* 市场为主体! 在全省合作建设了数十个 "广

东省家具产业创新研究基地#! 设立的创新研究基

地涵盖青少年家具* 健康睡眠* 办公家具* 功能

家具* 环保材料应用* 技术工艺* 营销模式* 产

品设计等对行业进步至关重要的领域! 提升了产

业科技含量)

+广东力优人工环境技术研究院, !该院成立于

"##$ 年! 注册地点和运营总部在东莞松山湖高新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技术产业园区! 占地 ( ### 平方米! 研发* 检测设

备总值 ( ### 多万元) 该院建有全国首个功能最全

的基于空气焓差法的综合性能实验室! 能依据 ('

项国家标准对人工环境系统设备中 % 类产品的 *%

个项目进行检测! 现正申请 :0E2实验室认可)

该院在人工环境技术研究方向上已获得了创新性

的成果! 在国际权威与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 篇!

获得专利* 软件著作权 (# 多项! 主导起草国家标

准 " 项! 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 项! 此 * 项标准已

由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公布! 并将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实施)

研究院有一支 "* 人的专业技术团队! 其中研

究员 ( 人* 教授 ' 人* 教授级高工 ( 人* 博士研

究生 " 人* 硕士研究生 * 人! 专业涉及制冷* 空

调* 流体机械* 自动控制* 仪器仪表及检测和软

件开发等- 形成了集基础技术研究* 应用技术开

发* 产品设计* 工程成套等技工贸为一体的多元

化经营模式! 在人工环境的产品研究和应用技术

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主要研发领域!(B建筑节能与新能源开发利

用技术领域! 重点推广新型高效采暖空调与制冷

技术! 供热设备* 空调制冷设备* 输配管网节能

技术! 温度控制与计量技术! 供热采暖与空调制

冷系统综合节能技术- "B环境友好技术领域! 室

内环境质量保障*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和其他室内

环境技术! 节能建筑体系* 采暖与降温技术- 'B

信息化及人工环境职能控制技术领域- ,B新材料

技术领域! 主要是. 蓄能材料* 高温相变材料*

共晶盐相变材料* 高效换热材料等的开发研究)

主要任务!开展环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应

用性研究! 把研究成果或引进的技术在东莞本地

进行产业化! 从而在东莞本地形成珠三角主要的*

国内水平一流的人工环境产业化基地) 总体目标

是把平台建设成为环境产业的重要研发中心* 标

准制定与检测中心* 人才培训中心)

宗旨!瞄准国内国际人工环境技术的发展方

向! 力争用 ' * 年的时间逐步建立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体系) 研究将变频技术*

模糊控制技术* 网络远程监控技术以及数字技术

等高新技术应用于空调* 净化等人工环境系统!

提高产业整体素质) 通过该平台! 促进东莞本地

环境产业集群的形成! 为地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研究院将立足东莞! 面向全国! 尤其是华南区域!

发挥地处珠三角的信息和物流优势! 建立和完善

人工环境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刘世伟'

*"(民营科技经济发展



民营科技园区建设

"##$ 年! 广东省 (, 个国家级和省级民营科技

园总产值和技工贸总收入均达到 " &&* 亿元! 与

"##% 年相比! 增长 &'.- 拥有知识产权数达到

+ %$%项! 同比增长了 (*.! 年均增长 "#.以上)

"##$ 年! 民营科技园内企业达到 * &$+ 家! 比

"##%年增加 ( ,,, 家- 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 &&*

亿元! 净利润 ""* 亿元! 上缴税金 (+$ 亿元! 出

口创汇 $# 亿美元) "##$ 年! 省科技厅安排省级民

营科技园区建设项目 ($ 项! 经费 +&# 万元)

"##$ 年! 广州民营科技园* 深圳天安民营科

技园* 中山民营科技园* 龙湖民营科技园被中国

民营科技促进会授予 "##% 年度 "全国先进科技产

业园# 称号)

民营科技园建设特点

+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 !各园区开展科技招

商! 培育中小民营科技企业! 不断提高园区产业

集聚程度! 促进经济发展)

汕头金平民营科技园扶持一批技术水平较高*

产业关联度比较明显的企业向园区集聚! 已形成

了轻工装备制造* 精细化工* 印刷业等特色支柱

产业) "##$ 年! 该园的特色产业骨干企业获得国

家级科技项目立项 , 项* 省级科技项目立项 *(

项! 工业总产值达 '(, 亿元! 税收达 ", 亿元)

韶关民营科技园 "##$ 年围绕机械制造* 电子

信息和玩具三大主导产业开展科技招商! 引进行

业龙头企业和上下游的配套企业! 已签订合同 ,#

份! 投资总额达 ($-" 亿元)

+自主创新活动逐步加强, !"##$ 年! 民营科技

园公共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为企业自主

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平台和服务! 企业* 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活动活跃) "##$ 年! 全省 (,

个民营科技园拥有专利数达到 + &(% 项! 同比增长

了 (".)

汕头金平民营科技园大力推动园区知识产权

工作! "##$ 年专利申请量达 ( *(+ 件! 同比增长

"(.!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 件! 同比增

长 *'.)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民科园内的

公共服务平台* 企业孵化器等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 在全省 (, 个民科园中! 全部园区建有

网络信息平台以及相关的服务配套机构! $ 个园

区建有中介服务平台! 占 +,-'.)

"##$ 年! 广州市加大民科园服务体系建设的

力度! 先后完成 "广州民营科技园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 "广州民营科技园公共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等 (" 个项目的申报工作! 申请各级政府政策扶持

资金达到 ' '," 万元) 广州民营科技园建有科技型

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成立了以汽车零部件为主体

的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

"##$ 年! 深圳天安民营科技园重点引进的福

田软件技术服务公共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专门为

软件企业提供免费测试* 教育* 培训* 人才服务

等! 一年来! 为园区 %& 家企业入驻运行提供了系

列服务) 深圳天安民科园孵化器主要定位于服务

中小民营科技企业孵化! 并与深圳市高新科技园

区形成互补* 协作* 双赢格局! 为高新区孵化培

育了像深圳市桑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研

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

司等一大批知名高新技术企业)

汕头龙湖民营科技园也启动孵化器基地建设!

成为粤东地区唯一的专利技术孵化平台! 截至 "##$

年年底! 已有 (' 个项目列入市专利技术实施孵化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项目) 云浮初城民营科技园的信息服务平台! 已为

园内 &%.的企业实现了网上交易和信息交流! 有效

地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和营销方式)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黄!欢'

民营科技园选介

+深圳天安民营科技园, !深圳天安数码城有限

公司成立于 ($$# 年! 由香港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和深业泰然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位于深圳市中心区! 占地 '#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

积 $# 万平方米) 天安数码城先后被深圳市政府授

予 "深圳天安民营科技园# 称号! 被科技部授予

"国家级民营科技园# "全国先进科技产业园# 称

号! 并被评为 "全国十佳民营科技园# %第 (

名') "##$ 年! 该园区产值 ,*# 多亿元! 税收超

过 ,# 亿元)

截至 "##$ 年年底! 天安民营科技园区已吸引

( &## 多家优质企业入驻! 包括体现总部经济概念

的知名集团化企业* 贸工技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及

留学生个人创业企业) 其中! 经过国家* 省* 市

认证的民营科技企业逾百家! 海内外上市企业 "'

家! 拟将上市企业 "# 多家) 天安民营科技园区拥

有 (& 家银行并设有公共技术平台及多种专业生产

性服务机构! 同时与 (## 多家行业优秀企业* 知

名商业机构和服务机构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以构

筑产业经济服务聚集平台为主导! 以地产开发为

特色的城市综合运营! 成为国内城市产业地产开

发和运营的领跑者及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和价值提

升的重要引擎)

深圳天安民营科技园针对后工业化时代及知

识经济时代! 中小民营科技产业经济呈现的互补

协作性强* 智力密集* 转型快* 贸工技一体化的

特点! 贴合市场化运作! 建设以创新科技为核心

的民营经济聚集体的科技产业园区) 针对中小企

业的需要! 通过自身资源与社会关系! 与多家精

英机构建立了创新科技服务支撑体系) 截至 "##$

年年底! 天安民营科技园区已经具有完备的金融

服务* 风险投资* 智力与人才服务体系! 研发教

育环境! 以及良好便利的基础设施)

+龙湖省级民营科技园, !该园是由龙湖区政府

整合辖区内龙新* 龙盛* 万吉* 珠津* 龙湖* 珠

池六大工业园区后! 于 "##' 年 & 月经省科技厅认

定成立的! 园区总面积 +#" 公顷! 形成一园多区

的发展模式) 在 "##% 年科技部* 国家民营科技促

进会组织的 "年度民营科技发展贡献奖评选活

动# 中! 该园被评为 "全国先进科技产业园#)

截至 "##$ 年年底! 龙湖省级民营科技园入园

企业达 '*' 家) "##$ 年! 民科园实现工业总产值

"&"-" 亿元!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以上) 截

至 "##$ 年年底! 该园区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 * 个*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个!

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 '+ 家*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 家* 市级民营科

技企业 &# 家* 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 家* 市级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 家* 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 家 %"##%&"##$ 年'! (" 家科技型企业年工业

总产值超亿元) 截至 "##$ 年年底! 已形成以龙盛

工业区为中心的生物技术产业! 以珠津工业区为

中心的新材料产业! 以龙新工业区为中心的电子

信息产业! 以万吉工业区为中心的光机电一体化

产业! 以及龙湖* 珠池两个工业区的综合产业群

体) 园区的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 产业的聚

集规模效应愈来愈突现! 产业特色明确) 园区内

建有省级龙祥日用化学品技术创新专业街道! 拥

有各类日用化学品企业 %# 多家! "##$ 年产业工业

总产值达到 (" 亿元!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日用化学

品产业链)

截至 "##$ 年年底! 园区内科技型企业共承担

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 项! 获得上级扶持资

金 ( $(" 万元! 其中 "##+ 年 "* 项! 获得扶持资金

,"$ 万元- "##& 年 ,' 项! 获得扶持资金 +#& 万

元) 园区累计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项目 "* 项-

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获得汕头市科学技术

奖 "$ 项! 其中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

奖 & 项) 广东龙湖民科园初步形成了以生产力促

进中心为主体* 技术创新中心为支撑! 各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 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及各专业镇技术

创新平台组成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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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

!!"##$ 年! 广东省以选派特派员入驻企业* 解

决单个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为点! 以构建产学

研创新联盟* 从整个产业链上解决产业发展的共

性技术问题为线! 以建设区域产学研示范区* 综

合解决区域产业发展问题为面! 加快建设具有广

东特色的产学研结合体系! 推动本省产学研结合

工作迈上新台阶)

"##$ 年! 通过省部* 省院产学研合作! 全国

"## 多所高校 %其中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 多所'*

+% 个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 "中科院#' 院属机

构 %其中省外院属机构 *% 个'! 联合 , ### 多家

广东企业! 组织实施项目达 & ### 多项! 入粤参与

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省外高校* 中科院专家教授超

过 , ### 名! 与 "##% 年相比均大幅增长) 省部

%院' 产学研结合专项资金共投入 * 亿元! 支持项

目 %+# 项! 建立产学研结合示范市 %区* 镇'* 研

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 +, 个! 带动地方财政投入近

'# 亿元! 引导企业投入达 "%# 亿元) 截至 "##$ 年

年底! 通过省部 %院' 合作! 广东省累计实现产

值 & ### 多亿元! 新增利税累计近 ( ### 亿元) 据

对全省 $ +#' 家科技型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统计结

果显示. 企业开展的产学研结合项目数量年均增

长 ,'.! 项目新增产值年均增速高达 $,.! "##$

年比 "##* 年增长了 (' 倍- 在金融危机中! 企业

对高校* 科研机构的投入不减反增! "##$ 年! 企

业委托国内高校* 科研机构进行研发的费用比

"##& 年增长了 '%.! 企业利税比 "##& 年增长超

过 *#.)

省!部!合!作

"##$ 年! 全国 "## 多所高校 %其中国家重点

建设高校 $# 多所' 参与省部产学研合作! 入粤参

与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省外高校专家教授有 ' ### 多

名! 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达 + ### 多项) 省部产学

研结合专项资金共投入 , 亿元! 支持项目 +&" 项)

建立产学研结合示范市 %区* 镇'* 研发基地和

产业化基地共 +, 个! 带动地方财政投入达 "* 亿

元! 引导企业投入达 "*# 亿元)

+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 !"##$ 年! 广东省全面

实施了 "百校千人万企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

工程#) "##$ 年! 来自国内 (+# 多所国家重点建

设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 "## 多名科技特派员! 带着

( 万多名由大学应届毕业生* 在读硕士* 博士研

究生组成的科技特派员助理! 入驻 "( 个地级以上

市的近 " ### 家广东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和科技服务

工作) "##$ 年! 科技部* 省财政专项支持分别为

" ### 万元和 (-' 亿元)

"##$ 年的企业特派员汇聚了包括多名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等在内的一大

批青年科技英才!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 %*.以

上! &#.以上的企业特派员具有博士学位) 企业

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后! 背靠派出高校和科研机

构! 积极帮助企业制定技术发展战略! 解决生产

中的技术难题! 研发新产品! 在帮助相关企业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得到了教育

部* 科技部及广东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更得到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企业科

技特派员工作已在全国全面推广! 科技部为此专

门设立了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专项! 广东省有

*# 个项目被纳入该专项! 省科技厅积极协助相关

企业申报! 获支持资金达 " ### 万元)

+产学研创新联盟, !"##$ 年! 广东省围绕软件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工业化* 集成电路技术* 无源元器件及集成等 $

个领域发展需求! 推动 '%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

(#+ 家广东省相关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新建了 $ 个产

学研创新联盟 %见表 , H( H( H(') 截至 "##$ 年

年底! 全省已组建了 '' 个省级创新联盟! 涉及 *"

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 所科研机构和 "$* 家广

东企业) "##&&"##$ 年! 为支持联盟发展! 省财

政累计投入 "-* 亿元! 带动地方财政* 企业* 高

校和科研院所相关投入近 "# 亿元) 联盟成员单位

' 年来出口创汇总额达到 (*# 多亿美元! 新增利税

累计达 ,## 多亿元- 共申请专利达 (( 万件! 其中

获得专利授权 (-* 万件- 攻克产业关键技术 **&

项! 其中! "##& 年 +' 项! "##% 年 ((+ 项! "##$

年 '&% 项- 建立公共服务平台 (#& 个! 建立联盟

动作实体 "+ 个) 随着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集

成创新优势加速显现! 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年! 各联盟积极组织国内高层次专家团

队! 开展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的制订工作! 凝练

出相关产业发展的近* 中* 远期重大技术需求!

并组建相关专家团队进行联合攻关) 大部分项目

进展顺利! 部分重大技术装备和核心技术已经得

到应用!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有力地

提升了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数字化制造装

备产学研创新联盟结合广东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需求! 组织实施了 "数字化制造装备产业共性技

术# 重大专项! 围绕墙材* 家具* 汽车模具等行

业! 成功研制出 % 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关

键数控装备! 填补了相关技术和装备领域国内空

白) "##$ 年! 多项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并投入市

场! 极大地提升了本省装备制造水平)

表 * "! "! "!$新建产学研创新联盟一览表 %%&&('

序号 联盟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参与高校与科研院所 主要参与企业

(

网络与信息

安全产学研

创新联盟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信

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信息内容安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邮

电大学 %灾备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 '* 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内容分析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

军信息工程大学* 清华大

学* 中山大学 %信息安全技

术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信息

伪装与对抗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华南理工大学* 国家

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

调中心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南方信息安全产业基地

有限公司* 广州盈创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恒太科信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广东南方信息安全研究院*

广州市玄武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市广道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天讯瑞达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天海威数码

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三零盛安信息安

全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成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省颐东通信公司* 广东科达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民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赛宝 %总部' 实验室*

深圳市任子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

圳市亿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 %续上表'

序号 联盟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参与高校与科研院所 主要参与企业

"

软件工业化

产学研创新

联盟

"##$ 年

* 月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华南

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赛百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乐

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神划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自控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省嵌入式软件公共技术中心'*

广东天海威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9:2新

技术 %惠州' 有限公司* 广州市知盾安

全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9:2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2JKLM公共服务技术支持中心* 广州北大

明天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科韵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山集成电路设计有

限公司* 广州易拓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汇思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

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奥格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广州视源电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中大讯通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市融智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天剑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

集成电路技术

产学研创新

联盟

"##$ 年

+ 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电

子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 清

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东莞电子科技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 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理工

大学* 暨南大学* 浙江大

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

技园* 香港应用科学技术研

究院

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管理中

心* 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 深圳市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炬力集成电路

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安博电子有限公

司* 安凯 %广州'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运通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

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艾科创

新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国者嵌

入式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芯邦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德合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

市矽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海

科技有限公司* 敦泰科技 %深圳' 有

限公司* 晶门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炬才微电子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

市力合微电子有限公司* 广晟微电子

有限公司* 深圳方正微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恒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集成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

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凡半导体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兴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利半导体 %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

市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续上表'

序号 联盟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参与高校与科研院所 主要参与企业

,

无源元器件

及集成产学研

创新联盟

"##$ 年

+ 月

清华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地质大

学* 广西大学* 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

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阳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广州创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潮州三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泉华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

金科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弘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邦科电

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新电子有限

公司* 肇庆捷成陶瓷有限公司

*

先进电池与

材料产学研

创新联盟

"##$ 年

+ 月

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 华东

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

所'*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新

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洲龙

汽车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

邦凯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迈科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福群精密 %深圳' 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

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源材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东莞市太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基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

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

电动汽车省部

产学研创新

联盟

"##$ 年

& 月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湖南大学* 清华大学* 广东

省汽车行业协会* 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 中

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 "#(

所'*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吉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

学*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集

团汽车工程研究院* 广州汽车集团乘

用车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

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

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比克

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雷天能源集团公

司* 广州博捷电机有限公司* 深圳市

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乘

用车公司* 东莞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

州益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韶关宏大

齿轮有限公司* 国家电动汽车实验示

范区管理中心*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 %续上表'

序号 联盟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参与高校与科研院所 主要参与企业

&

液压机械装备

产学研创新

联盟

"##$ 年

% 月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广东工业大

学*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科

技大学* 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韶关学院

韶关市伟光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韶关

市液压件厂有限公司* 广东韶配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 韶关市赛力乐液压件

制造有限公司* 韶关市西马克液压缸

有限公司* 韶关市博仕乐液压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韶关市卫士液压科技有

限公司* 韶关市天源重机有限公司*

韶关市铁友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韶瑞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力士通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铸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天恒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韶关市广化科技有限公司* 韶关市达

晟机械有限公司

%

游戏游艺产业

产学研联盟

"##$ 年

% 月

中山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中师

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

汉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广

东工业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

中山市金马游艺机有限公司* 中山市

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世宇

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读书郎有限

公司* 中山智乐游戏机有限公司* 中

山小霸王游戏有限公司* 中山市智达

科技有限公司

$

再生金属综合

利用产学研

创新联盟

"##$ 年

(" 月

中南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

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北京矿冶研

究总院* 广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

肇庆市盛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清远

市进田企业有限公司* 清远市金运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

有限公司* 广东新亚光电缆实业有限

公司* 清远市阳山同兴铜材有限公司*

广东豪美铝业有限公司* 清远精诚铜

业有限公司* 广东隆达铝业有限公司*

佛冈建滔实业有限公司* 清远市再生

金属行业商会* 惠州市环境科学产业

协会

+产学研创新平台, !为加快引进国内外优势科

技创新资源! 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持续发展! 省部

产学研办积极引导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国家级科

研院所参与广东重点产业领域公共研发平台的建

设! 大力鼓励和支持广东企业与国家重点建设高

校* 国家级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技术创新中心* 工

程 %技术' 研究中心* 研究开发院* 教授 %院

士' 工作室等研发机构以及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

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 %技术' 研发中心等国家级

创新平台分支机构) "##$ 年! 广东省共建相关创

新平台超过 (*# 个! 累计达 *## 多个)

通过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 一大批重点高校

和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创新平台和高层次人才扎根

广东! 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加速在广东转移转化!

推动校 %院' 地* 校 %院' 企形成稳定的长效合

作机制) 如经过两年的建设发展! 东莞华中科技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已形成规模! 近百名华中科

技大学专家教授长期在广东开展科研攻关和成果

转化工作)

+产学研示范基地, !"##$ 年! 广东省结合区域

产业的发展需求! 引导 '" 所省外高校* (# 所省内

高校* '* 所科研机构与企业* 地市政府共建了 +,

个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截至 "##$ 年年底! 全省

已建立 (&+ 个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一批产学研

结合示范基地陆续通过验收! 在推进现代产业体

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经

验探索和示范带动作用)

如佛山市禅城区通过产学研示范区的建设!

组建了完善的产学研结合推进机构* 政策和投入

体系! 牵头组建了汽配先进制造* 精密制造* 清

洁生产* 29::等产学研创新联盟! 并通过引进国

内相关高校和中科院优势创新资源! 进一步加强

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等创新平台的建设!

组织实施了一批产业共性技术专项! 使得禅城区

整个区域产业调整速度快* 效果好) 至 "##$ 年年

底! 禅城区已形成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

轮驱动#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特色传统产业专

业镇互动# 的良好经济发展格局)

表 * "! "! "%$各地市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

单位. 个

地区 "##+ 年 "##& 年 "##% 年 "##$ 年 合计

广州 " + * (, "&

深圳 ( % * % ""

汕头 ( " ( ' &

珠海 # ' ' " %

东莞 " $ * % ",

潮州 # ( ( # "

佛山 + , (" (# '"

梅州 ( ( , + ("

中山 ( " ' * ((

惠州 # # " ( '

河源 # " # " ,

江门 " ( " # *

茂名 # ( ( ( '

韶关 # ( # # (

阳江 # ( " ( ,

云浮 ( " ( ( *

肇庆 ( " # # '

湛江 # # ( ( "

揭阳 # # # ( (

总计 (% ,+ ,% +,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各类型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一览表 %%&&'!%&&('

单位. 个

项目 "##+ 年 "##& 年 "##% 年 "##$ 年 合计

示范市* 区* 镇 (( $ % ( "$

产业化基地 # (" (+ (( '$

研发基地 & "* ", *" (#%

总计 (% ,+ ,% +, (&+

图 * "! "! "!$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行业分布统计图 %%&&('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院!合!作

广东省与中科院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

($$& 年! 双方开始共同建设中科院广州分院系

统) "##( 年! 双方签署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关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协议书() 近年

来! 双方紧紧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采用

多种合作模式! 共建了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中科

院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等一批重要的创新平台- 与东莞* 肇庆*

佛山等 % 个市共建了 "" 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和联合研发单元! 组织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 对

提升广东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

"##$ 年 ( 月 ""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科

学院在广州举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 双方共同成立了

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 并在广东省科技厅设立

领导小组办公室! 拉开了广东省与中科院新一轮

合作的序幕) 一年来! 省院双方按照 "需求牵引*

规划先行* 平台依托* 项目带动* 人才集聚# 的

原则! 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体制*

新机制! 中科院 $& 家直属科研机构中的 +% 家与

广东近千家企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 "##$ 年! 中科院有 ,## 多项科技

成果在广东省获得转移转化! 新增产值达 ('# 亿

元以上! 新增利税超过 "# 多亿元)

+项目实施, !"##$ 年! 广东省制定了 $广东省

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

%"##$&"#(*'( %以下简称 $纲要(') $纲要(

确定了省院合作的总体思路* 发展目标及其重点

任务) 省院合作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发展!

以争当全国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排头兵为目标!

目标为到 "#(* 年! 通过省院合作! 带动广东企业

年新增销售收入 +## 亿元以上! 育成一批新兴产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为广东培养和输送新增高层

次科技创新人才 + ### 人以上- 力争在粤中科院人

员队伍总规模达 (* ### 人- 广东区域自主创新体

系更加完善!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 省院合

作将以构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共建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基地* 推进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共建广东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体系为主要任务!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 年! 中科院启动实施 "广东新高地建设

专项工程#! 投入资金 ( (+# 万元支持省院合作)

广东省投入专项经费 ( 亿元! 设立省院合作专项

资金! 共安排合作项目 (%% 项! 引导中科院 +% 个

直属科研机构* 近百个单位与广东省近千家单位

开展合作! 带动广东各地市及企业投入资金 '+ 亿

元) "散裂中子源项目# "超级计算# "云计算#

"龙芯# 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创新载体建设与人才培养, !院地合作着力推

进创新载体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中科院在

佛山* 深圳* 广州等地市共建了一批技术创新与

育成中心和创新工作站! 成功在广东转移转化一

批中科院创新成果) "##$ 年 , 月! 中科院第 ( 个

镇级创新工作站&&&顺德工作站挂牌成立)

中科院选派 "## 多名中科院企业科技特派员

进驻广东省企业! 同时立足产业发展需求! 引进

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通过与中科院联想学院

合作! 广东省在佛山和东莞举办了两期培训班!

为本省 ((# 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进行了关于

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培训)

+广东省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座谈会, !详见第

(#' 页)

%省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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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年!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

进展顺利)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省级工程中心

总数达到 '$+ 家! 主要分布于电子信息* 生物*

新材料* 先进制造* 节能与新能源* 环保* 家电

等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国家* 省* 市三级

的企业技术中心队伍日益完善) 企业技术中心在

数量上实现新的增长! 销售收入* @A7投入* 申

请专利数等较往年都有新的突破)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年!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以下

简称 "省级工程中心#' 建设进展顺利! 全年共批准

组建了 &% 家省级工程中心 %见表 , H" H( H('! 有

"(家省级工程中心通过验收 %见表 , H" H( H"')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省级工程中心总数达到

'$+家)

据统计! "##$ 年! 广东省内的省级以上工程

中心年投入研发经费达 (+%-'' 亿元! 组织开展各

级各类科研项目近 $ +%$ 项! 承担或参与制定国家

标准* 行业标准约 ( ,$+ 项! 发表论文 ' #'+ 篇!

研制开发新产品* 新装备* 新材料* 新工艺 (-("

万个 %台* 套'! 获专利授权 + ,'' 件! 其中发明

专利 " '*" 件! 新产品销售收入近 * #+"-%+ 亿元!

约占企业销售收入的 ,%-#".! 实现利润 +'(-$"

亿元! 带动企业实现总产值 , "("-(& 亿元)

"##$年!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分别被

科技部批准组建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年 (( 月! 由华南农业大学申报的国家植物航天育

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航天育种中

心#' 获科技部批准组建) 航天育种中心将在航

天诱变新种质资源创建* 评价和利用* 航天诱变

机理* 新品种和配套工程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等

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成为国家植物航天育种技术

研发创新基地* 植物航天育种研究和工程技术管

理人才培养基地* 植物航天育种信息和技术的交

流与传播平台) 该中心的成立! 将对整合我国植

物航天育种研究力量! 提高航天技术更好地服务

于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 促进我国航天育种研究

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 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航天育种中心依托作物遗传育种* 蔬菜* 观

赏园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和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学等国家* 省重点学科! 从 "# 世纪 $#

年代就开始进行航天搭载试验研究! 是广东省最

早开展作 %植' 物航天育种研究的单位) 多年

来! 航天育种中心在航天诱变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建立* 航天诱变作用机理探索* 特异新种质创建

和新品种选育应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和创新性

研究! 寻求育种技术创新* 育种材料 %资源' 创

新* 品种选育创新的重大突破)

截至 "##$ 年年底! 航天育种中心研究团队共

获得国家 "%+'# 计划* "$&'# 计划* "$,%# 计

划* 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直接与航天育种有关的课题 "&

项! 获经费支持总额达 ( *## 多万元) 该中心在航

天诱变机理研究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截至 "##$

年年底! 获国家* 省部级等科技奖励 '* 项- 获受

理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 件! 其中授权

专利 + 件- 培育植物新品种 +" 个! 通过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 (' 个- 出版专著* 教材 ', 部! 在学

报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 篇- 培养博士* 硕士

,## 余名! 以及外国留学生* 进修生 (## 余名)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年 (( 月! 科技部批准华南理工大学组建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

简称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 该中心旨在开

发使人体患病或缺失的组织功能得以修复重建的

各种技术以及医疗产品)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多学

科交叉的工科优势和工程化基础! 以医工紧密结合

为特色! 解决以骨齿为核心的人体组织功能精确重

建过程所涉及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研发数字化*

个体化的成套产品! 实现集成转化! 着力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 是一个集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行业高

技术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

新平台! 在人体组织功能重建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研

发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在个体化设计与

制造* 功能性组织重建材料等人体组织功能重建相

关技术的研发方面具有雄厚实力)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现有研发人员 *% 人!

研发用房 , "## 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值达 , ### 余

万元! 建有设施齐备的高水平功能材料研发平台*

测试分析平台及工程技术综合配套中试基地) 中

心专职研究人员具有生物医学工程* 自动化科学

与技术* 电子信息与医学图像及机械成型加工等

学科背景! 为组织功能重建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了

人才保障)

截至 "##$ 年年底! 该中心先后承担了包括国

家 "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国家

"$&'# 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基金项目* 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在

内的国家及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以及企业合作项

目共 +% 项! 科研总经费达 * &#' 万元) 中心还承

担了多项企业委托项目! 为相关企业解决了一批

技术难题! 转化了多个研发成果) 在人体组织功

能重建领域! 尤其是在骨齿科组织功能重建的工

程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标志性成果! 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具有较高的技

术优势) 该中心已有 '# 余项工程化成果被推广到

全国 +# 余家企业! 为企业实现新增产值 %-'' 亿

元! 新增利税 '-,( 亿元)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在国内最早开展人体

组织功能重建成套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在依托单

位生物医学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的技术力

量支撑下!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在人体组织功

能重建成套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工程化方面积累

了大量的实用性研究成果! 并在人工牙种植体*

人工关节* 生物活性玻璃及一批人体组织功能重

建辅助医疗器械的成果产业化方面做了较多有益

尝试) 如与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研制了个体化颅骨! 与山东威高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研发了一批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与

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个体

化低温可塑外固定夹板! 为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及广州迈

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多家国内人体组织

功能重建领域重要企业提供了包括产品检测和专

业技能培训在内的各项技术支持和服务)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利用产学研联盟合作

机制! 面向全国! 积极争取国家及企业委托的工

程化开发任务! 与企业共建成果转化中试基地*

联合研发中心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通过开放*

创新* 集成等多种形式开展开放服务和人才培训!

致力于将中心打造成服务全国行业技术进步的技

术引领中心* 成果集成转化中心* 检测服务中心

和人才培训中心! 对行业进行技术辐射! 为提高

我国全民健康水平服务)

表 * "% "! "!$新组建的省级工程中心一览表 %%&&('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 广东省汽车发电机与起动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强华汽车无刷发电机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烤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辉胜达电器实业 %梅州' 有限公司

' 广东省特种电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吉青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微晶玻璃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科迪微晶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 %续上表'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科信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智能型电动玩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糖果凉果及焙烤食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汕头市茂发食品有限公司

% 广东省空调风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汽车智能电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三水好帮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铝挤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清远市美高新型合金型材有限公司

(( 广东省软件支撑平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京华网络有限公司

(" 广东省港口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 广东省日用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省高能环保电池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实达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刚挠印刷电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2=7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河源市粤兴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改性工程塑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 广东省印刷线路板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惠州市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汽车电子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惠州市天缘电子有限公司

"# 广东省绿色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脚轮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阳江市飞轮脚轮制造有限公司

"" 广东省新型兽药与饲料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海纳川药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人造石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云浮市新富云岗石有限公司

", 广东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紫金正天药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声电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及配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子学习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读书郎电子有限公司

"% 广东省鞋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鹤山市必登高鞋业皮具有限公司

"$ 广东省液压缸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韶关市伟光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 广东省优质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

'( 广东省阻燃剂和阻燃塑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市石磐石阻燃材料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热及温度控制附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天朋温控器有限公司

'' 广东省厨具表面处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阳晨厨具有限公司

', 广东省分析仪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分析仪有限公司

'* 广东省新型水性油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英科水墨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磁感应加热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

'& 广东省特种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环境监测和治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宇星科技发展 %深圳' 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续上表'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 广东省无线数字视频技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德英电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 广东省光电显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光阵显示器制品有限公司

,( 广东省家电智能控制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瑞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汽车附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东箭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 广东省通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精细化工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清热解毒类药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罗定制药有限公司

,+ 广东省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及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西可通信技术设备 %河源' 有限公司

,& 广东省运输制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劲达技术 %河源' 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子基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民用爆破器材及包装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天诺民爆有限公司 ,#( 厂

*# 广东省青蒿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大容量注射剂制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水产种苗开口饲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越群海洋生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 广东省卫生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潮流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省电子茶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省新型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汕头经济特区龙湖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纺织印染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金荣华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废弃生物质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铝合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绿色精细化学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 广东省糖尿病药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无线通信覆盖与传输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京信通信技术 %广州' 有限公司

+" 广东省瓷质釉饰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唯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

+' 广东省;8<及变频器专用磁性器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光华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专用汽车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 广东省太阳能利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数控木工机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南兴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精密空调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

+% 广东省动物药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腾骏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数字化管材加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童车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 广东省真空保鲜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海兴塑胶有限公司

&" 广东省磁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金南磁塑有限公司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 %续上表'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企业

&' 广东省铝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建筑涂料自动配色系统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佛山市美涂士化工有限公司

&* 广东省绿色新型动力电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精密光学薄膜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新型电子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数字电视综合业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表 * "% "! "%$通过验收的省级工程中心一览表 %%&&('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 广东省食品微生物安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公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广东省先进微电子封装测试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粤晶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大屏幕显示系统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二次电池组合及其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高压电缆附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 广东省铜管加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

$ 广东省通风换气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正野电器有限公司

(# 广东省混凝土搅拌设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韶关新宇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 广东省丁笨合成树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茂名众和化塑有限公司

(" 广东省高能碱性电池及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工艺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四通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精细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 广东省氧化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省中药皮肤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皮宝制药有限公司

(& 广东省液晶及有机显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 广东省水性涂料及聚合物乳液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嘉宝莉化工有限公司

($ 广东省针式打印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江门江裕映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钽铌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肇庆多罗山蓝宝石稀有金属有限公司

"( 广东省中药注射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博罗先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陈荣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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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年! 广东省共

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家 %含深圳'! 比上

年增长 %-''.! 主要以电子* 化工* 家电和轻工

等 , 个行业为主! 中心实力不断增加) 广东省 "$

家国家认定技术中心 %不含深圳市的 $ 家以及深

圳属地管理的央企 ( 家' 所在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总额 + #*#-"' 亿元! @A7总投入 ('(-*$ 亿元!

@A7投入占销售收入比值约为 "-(&.- 平均拥有

的科技人员*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高级专家人

数以及具有博士学位的科技人员分别达到 " $&'

人* ( +"$ 人* "% 人和 (* 人)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所属企业开展的科技活动项目和研发周期超

过 ' 年的项目总数分别达到 ' $,( 项和 %*' 项)

"##$ 年!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所属企业申请的

专利总数达到 " $%" 项! 占全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所在企业申请总量的 '+-*".! 其中! 申请发明专

利总数 %+$ 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规模

不断扩大) "##$ 年! 广东省共有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共 ',& 家 %不 含 深 圳 '! 比 "##% 年 增 长

*%-,*.) 其中! 珠三角 "*& 家! 占全省 &,.- 粤

东四市 '$ 家! 占全省 ((-",.- 粤北五市 ", 家!

占全省 +-$".- 粤西三市 "& 家! 占全省 &-&%.)

主要分布在机械 %$# 家'* 轻工 %+( 家' 和电子

信息 %*# 家' 三大行业! 占全部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总数的 *&-$'.) 有 "&'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分

布在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中! 占全部比重

的 &%-+&.)

"##$ 年! ',&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所属企业

平均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 亿元! 平均完成新

产品* 新技术项目 '%-$ 项! 新产品销售收入

('-%& 亿元!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平均出口

创汇额 * ('# 万元)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达

'**-$* 亿元! 其中 @A7经费支出总额为 (%$-#'

亿元! @A7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为 (-%$.-

拥有@A7人员 $, +*# 人- 获受理的专利申请数为

% (&$ 件! 其中获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 ',"件)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樊丽雅'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企业科技创新

"##$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继续提高! 全省新增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 ***

家! 按新标准认定的高企累计达到 ' '++ 家) 截至

"##$年年底! 全省省级以上创新型 %试点' 企业

累计达 (%% 家) 这些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

加!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在抗击国际金融风暴中表现出色) "##$年! 广东省

设立了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 重点

支持初创期小企业创新项目* 一般创新项目* 重点

创新项目和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等! 当年! 该基金

共安排项目 ',+ 项! 资助总金额达 * ### 万元)

"##$年!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国家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基金资助总额超过 (-+亿元)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

据广东省第 " 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A7' 资源清查结果显示! "##$ 年! 广东大中

型工业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提高! 科技

机构数量增加! 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A7投

入持续增长! 自主创新成果显著)

+发展状况,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 工业总产值占

++-#.! 主营业务收入占 ++-".! 利润总额占

&(-(.! 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的开展对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科技机构!科技机构数量增加! 规模增大)

"##$ 年!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达 + +(% 家- 其

中! 有 ( *$' 家企业开展了 @A7活动! 同比增长

,$-'.- ( '$*家企业建立了科技研发机构! 同比

增长 "(-+.- 企业建立的科技研发机构总数达

( $#+个! 同比增长 ('-+.) 全省大中型企业在境

外有科技机构 &% 家)

科技人员!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科技专

职人员比重增大! 人员素质有所提高) 截至 "##$

年年底!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A7活动人员

有 "*-%( 万人! 比上年增加 *-&% 万人! 同比增长

"%-$.) @A7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 "#-(' 万人年!

同比增长 ('-,.) 其中! 科技活动全时人员占

&$-+.! 参 加 项 目 人 员 占 &$-%.! 女 性 占

(%-%.) 在进行@A7科技活动的企业中! 平均每

家企业拥有@A7人员 (+" 人)

"##$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中!

机构人员为 ",-"'万人! 比上年增加 ",-+.) 其中!

博士和硕士毕业生比重为($-'.! 同比增加(-'个百

分点) 每个@A7项目平均投入科技人员 (#-%人)

科技经费!科技经费持续增长! 项目投入强

度加大) "##$ 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 @A7经

费内部支出总额为 ,$$-+% 亿元! 比上年增加

%%-&"亿元! 增长 "(-+.) 这些经费 $$-$.以上

用于试验发展支出! 应用研究支出仅占 #-(.)

平均每个机构经费支出为 " *(( 万元)

从经费的来源渠道看! 企业资金达 ,&&-%, 亿

元! 占@A7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 $*-+.! 比上年

增加 &&-'( 亿元- 政府部门拨款 (*-#' 亿元! 比

上年增加 *-$$ 亿元) 企业资金和政府拨款合计占

@A7经费总额的 $%-+.)

"##$ 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 @A7项目数

量为 ($ #"+ 项! 项目经费支出达 ,**-,, 亿元) 每

个@A7项目平均投入经费为 "'$-'% 万元)

科技产出!"##$年!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专

利申请数为 ,' *+*件! 同比增长 '(-,.) 其中! 发

明专利申请数为 ", #+%件! 增长 '$-%.! 占全部专

利申请数的 **-".)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数为 "' "'(件! 增长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规模扩大) "##$ 年! 广

东省大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值达 % #"&-++ 亿元! 比

上年增长 &-$.!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 新产品销售收入达 & %*,-%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 比上年上升 (-# 个百分点) 新产品出口

销售收入达 " '**-*" 亿元! 占出口销售收入

的 ('-%.)

+科技资源分布, !"##$ 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

业的科技资源继续聚集在珠三角地区! 创新实力

进一步加强)

科技人力!珠三角的科技人力投入占全省的九

成) 从总量分布看! 珠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大量

@A7科技人力资源) 珠三角 $个地市大中型工业企

业的@A7人员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A7人员总

数的$*-".! 与上年$*-*.基本持平) 大中型工业

企业@A7人员数排在前 ,位的依次为深圳* 广州*

佛山* 东莞! 分别占全省的 ,,-(.* ('-'.*

("-(.* $-$.) 其中东莞的发展速度最快! 比上

年增长 ((#-$.) 从总量上看! 东莞* 佛山* 广州

分别增加 (-'* 万人* (-', 万人* (-(+ 万人! 合计

占珠三角大中型工业企业@A7人员增量的 &#-&.)

此外!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中@A7机构人员

中 $%-,.的硕士* 博士集中在珠三角! 共 ,-*$ 万

人) 其中! 在深圳工作的最多! 为 '-&% 万人! 占

全省的 %(-(.- 第 " 位* 第 ' 位分别是广州* 佛

山! 分别为 " &&" 人和 " ("& 人) 与珠三角地区相

比! 粤东* 粤西* 粤北 ' 个地区的大中型工业企

业中@A7活动人员合计仅为 (-", 万人! @A7机

构中的硕士* 博士人员更为缺乏! 只有 &** 人)

科技经费!深圳* 广州* 佛山的大中型工业企

业科技经费支出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总

支出的七成) 在科技财力投入资源总量方面! 全省

大中型工业企业@A7经费内部支出为 ,$$-+%亿元!

其中 $+-'.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深圳的大中型工业

企业 @A7经费内部支出居全省之首! 占全省的

,%-(.! 广州* 佛山占比分别为 (%-'.和 ((-&.)

粤东* 粤西* 粤北三地区之和占比仅为 '-+.)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A7经费内部支出资金

的 $*-+.来源于企业自身! 政府投入只占 '.)

在 "( 个地市中! 深圳市政府投入的 @A7科技经

费达 %-'* 亿元! 占全省政府投入的 **-*.! 其次

为广州 "-'* 亿元! 占 (*-&.)

专利情况!珠三角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专

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申请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分

别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 $&-'.* $%-$.和

$%-(. %见表 , H' H( H(') 其中! 深圳这 ' 项

指标均为全省之冠! 分别在全省占比 ++-'.*

%+-(.和 &%-&.)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明专

利申请数占其专利申请总数的 **-".! 其中! 粤

东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只占专利申

请数的 (&-+.)

科技产出!从科技产出中新产品销售收入的

绝对量看! 珠三角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

收入达 & ,*'-&* 亿元! 占全省的 $,-$.) 其中!

出口销售收入为 " "&%-' 亿元! 占全省的 $+-&.)

"##$ 年!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

利数增长 ,*-$.! 但是新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仅

增长 (#-+.) 揭阳* 河源* 云浮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分别增长 "&$.*

,#,.* ''"-'. %见表 , H' H( H"')

表 * "# "!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分地区专利情况表 %%&&('

地区
专利申请 发明专利申请 有效发明专利

数量 %件' 比重 %.' 数量 %件' 比重 %.' 数量 %件' 比重 %.'

全省合计 ,' *+* (##-# ", #+% (##-# "' "'( (##-#

珠三角 ," '$* $&-' "' %(" $%-$ "" &%, $%-(

粤东 %$& "-( (*% #-& '(% (-,

粤西 ('" #-' ,+ #-" *$ #-'

粤北 (,( #-' *" #-" &#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分地区有效发明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情况表

地区

有效发明专利

"##%年

%件'

"##$年

%件'

增长率

%.'

新产品销售收入

"##%年

%万元'

"##$年

%万元'

增长率

%.'

全省合计 (* $*% "' "'( ,*-+ &( #', &*% &% *,& $%& (#-+

珠三角 (* *"% "" &%, ,+-& +& (#' &"% &, *'& ,*" ((-(

粤东 "$# '(% $-& ( '%& (#% ( &#+ +," "'-#

粤西 %# *$ H"+-' ( &"" *%+ ( "'' &#& H"%-,

粤北 +# &# (+-& %"( ''& ( #&# (%, '#-'

+国内比较, !"##$ 年!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

研发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但投入强度偏弱)

@A7研发规模!"##$ 年! 广东大中型工业企

业在研发活动中! 投入 @A7经费内部支出为

,$$-+%亿元! @A7人员为 "*-%( 万人! 专利申请

数为 ,' *+* 件! 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 %*,-% 亿元!

, 项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见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A7经费内部支出情况表 %%&&('

单位. 亿元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上海 辽宁 河南 天津 湖北 河北

数值 ,$$-& ,*(-* ,((-" "(*-$ "#&-( (*"-* (""-" (#&-& (#*-% %&-&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A7人员情况表 %%&&('

单位. 万人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上海 辽宁 湖北 四川 河北

数值 "*-% "(-# (*-' (#-% %-# +-' +-# *-+ ,-% ,-*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情况表 %%&&('

单位. 件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浙江 江苏 山东 上海 湖南 河南 福建 重庆 天津

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情况表 %%&&('

单位. 亿元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江苏 山东 上海 浙江 吉林 天津 辽宁 北京 四川

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A7人员结构!在企业研发活动中! 研发机

构的硕士* 博士人员数为 ,+ +",人! 发明专利中有

效发明专利数为 "' "'(件! 此 "项重要指标均居全

国第 (位 %见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中硕士* 博士人员数量情况表 %%&&('

单位. 人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北京 河南 辽宁 四川 湖北

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情况表 %%&&('

单位. 件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广东 江苏 上海 湖南 浙江 山东 北京 天津 河南 湖北

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A7研发强度!"##$ 年!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

企业@A7经费支出占主营收入的 (-('.! @A7

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 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 分别在全国居第 * 位*

第 (* 位和第 (( 位! 投入强度居全国中游水平)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为 "(-(.! 在全国排第 "'

位! 属于全国下游水平 %见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A7经费占主营收入比重情况表 %%&&('

单位. .

排位 ( " ' , * + & % $ (#

地区 湖南 重庆 江西 天津 广东 上海 江苏 山东 浙江 辽宁

数值 (-'% (-"# (-(+ (-(' (-(' (-(" (-#& (-#, (-#, (-#'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A7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情况表 %%&&('

单位. .

排位 ( " ' , * + & % 7 (*

地区 北京 上海 江苏 天津 湖南 西藏 湖北 重庆 7 广东

数值 ,-$% ,-'' ,-(( ,-#, '-$' '-%% '-%+ '-%* 7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情况表 %%&&('

单位. .

排位 ( " ' , * + & % 7 "'

地区 浙江 安徽 宁夏 江苏 湖南 重庆 上海 北京 7 广东

数值 ,*-% ,"-$ '%-" '&-& ',-& ''-" '(-$ '(-% 7 "(-(

表 * "# "! "!%$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情况表 %%&&('

单位. .

排位 ( " ' , * + & % 7 ((

地区 吉林 重庆 湖南 天津 上海 北京 浙江 广西 7 广东

数值 ,+-# '%-% "$-& "&-+ "&-* "(-% "(-% "#-( 7 (&-&

+存在问题, !虽然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在

@A7资源总量上居全国前列! @A7经费* @A7

人员总量* 专利申请数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均居

全国首位! 但从@A7活动的广泛程度* 投入强度

看仍存在突出问题)

@A7活动面不大!"##$ 年! 广东省大中型工

业企业中有@A7活动的企业占 ",-(.! 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 个百分点-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 个百分点! 处于

下游的落后状态)

@A7投入强度较弱!从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

业@A7投入的强度看! "##$ 年! @A7经费支出

占主营收入的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 个

百分点- @A7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 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 #-( 个百分点)

地区发展不平衡!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

实力的地区差异大) 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了全省

大部分的科技资源! 虽然东西两翼及粤北地区

@A7科技投入及产出有所提高! 但是东西两翼及

粤北地区科技活动的弱势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 年! 珠三角地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省

总数的 $%-(.! 地区差异的存在不利于全省总体

科技水平的提升)

全国数据表明! 绝大部分重大科技项目都是

在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中连续开展并取得成果! 只

有企业研发机构中的科技活动蓬勃发展! 才有全

社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 年! 在大中型工

业企业数量上! 广东有 + +(% 家! 江苏有 , &(&

家! 浙江有 , '"% 家! 在全国分别排第 (* 第 " 和

第 ' 位! 但按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排位! 浙江

居第 ( 位! 有 ( $%' 家! 江苏居第 " 位! 有 ( &&%

家! 广东居第 ' 位! 只有 ( '$* 家) 由于广东有近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 导

致企业科技活动面不广! 科技投入强度不够! 科

技成果面不广! 地区发展差距大! 在相当程度上

阻碍了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广东省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处!陈培红'

创新型企业建设

"##$ 年! 广东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团队呈现

良好的发展壮大势头! 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在

抗击国际金融风暴中表现出色)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建设工作, !"##$ 年! 省科

技厅联合省发改委* 经贸委* 国资委* 知识产权

局* 总工会等部门组织开展了第 ' 批广东省创新

型企业试点工作以及第 " 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评

价工作! 积极向科技部推荐广东省创新型企业申

报 "国家创新型 %试点' 企业#) "##$ 年! 新增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 家 %含深圳 , 家'* 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型企业 & 家 %含深圳 ' 家'! 新增广东省创新

型试点企业 %* 家*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 家 %见

表 , H' H" H(* 表 , H' H" H"* 表, H' H" H''!

累计广东省级以上创新型 %试点' 企业达 (%% 家!

其中! 广东省级创新型企业达 &% 家! 形成 "广东

省级创新型企业试点&广东省级创新型企业&国

家级创新型企业试点&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的循

序渐进* 梯度上升的创新型企业队伍)

+广东省 "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 !"##$

年! 省科技厅牵头开展了广东省 "百强创新型企

业培育工程#) 为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 %"##%&"#"# 年'( 和省委* 省政府

提出的 "三促一保# 的任务! "百强创新型企业

培育工程 # 通过集中科技资源! 在培育期

%"##$&"#(( 年' 对示范企业特别突出的科技创

新项目给予优先重点扶持和滚动投入支持! 培育

一批龙头创新型企业! 使这批企业 ' 年总产值累

计增加 *#.! 新增产值达到 ( ### 亿元以上! 自

主创新能力有更大的提升! 带动相关产业集群优

化发展! 能在本省乃至全国形成表率)

经各地市科技部门择优推荐! 有 '## 多家企

业提交申报书! 涉及电子信息* 4:设计* 装备制

造* 新一代汽车及高性能动力电池* 2=7照明*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领域) 截至 "##$ 年

年底! 经评审! 认定了 (', 家企业作为培育对象

并向社会公布 %见表 , H' H" H,')

表 * "# "% "!$广东省入选第 # 批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广州市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广州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汕头

$ 9:2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云浮

表 * "# "% "%$广东省入选第 % 批国家创新型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广州

,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表 * "# "% "#$第 % 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 省直 "+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汕尾

" 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 省直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 "% 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 东莞

,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 广东五星太阳能有限公司 东莞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

+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州市天赐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东省造纸研究所 广州 '' 广东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省粤晶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 '&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佛山

(' 深圳市群达行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 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

(+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阳江十八子厨业有限公司 阳江

(&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汕头 ," 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 阳江

(% 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 汕头 ,' 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

($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

公司
韶关 ,,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

"#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韶关 ,* 茂名高岭科技有限公司 茂名

"(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 ,+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肇庆

"" 广东强华汽车无刷发电机有限公司 梅州 ,& 广东日生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 兴宁市金雁电工有限公司 梅州 ,% 潮州市创佳电子有限公司 潮州

", 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 惠州市九联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表 * "# "% "*$广东省 "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 示范企业名单 %%&&('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 广州兴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

'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汇香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

*

广东南方信息安全产业基地有限

公司
广州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广东易美图数码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贝瑞特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

& 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

%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

(# 广州华工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大族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广州 ,#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市合诚化学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蓝韵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 广州市新之地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市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京信通信技术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 *( 汕头市新协特种纸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慧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达诚机械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广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 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 汕头

"+ 广州飞达音响专业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

"& 广州市科利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 *+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

"%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

"$ 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广东强华汽车无刷发电机有限公司 梅州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续上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惠州市九联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 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9:2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东东方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 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惠东美新塑木型材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 $+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

+'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 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 $%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

+*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佛山

++ 惠州市奥美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 (## 广东华润涂料有限公司 佛山

+&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汕尾 (#( 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科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万和新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炜林纳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太平洋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

&+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领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五星太阳能有限公司 东莞 ((' 佛山市顺德区奥能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

%#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海鸿变压器有限公司 江门

%(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 ((* 广东嘉宝莉化工有限公司 江门

%"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 无限极 %中国' 有限公司 江门

%' 东莞市康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 ((& 阳江十八子厨业有限公司 阳江

%, 东莞市柏百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 ((% 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阳江

%* 中山市天键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中山 (($ 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 阳江

%+ 中山市金马游艺机有限公司 中山 ("# 阳江喜之郎果冻制造有限公司 阳江

%&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 雷州半岛水产设备厂 湛江

%% 广东明阳风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 ("" 广东浩特电器有限公司 湛江

%$ 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 ("'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湛江

$# 中山市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 (", 茂名高岭科技有限公司 茂名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续上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 ('( 潮州三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

("%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 ('"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潮州

("$ 广东肇庆爱龙威机电有限公司 肇庆 ('' 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云浮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陈!晓'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龚建文'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年! 广东省首次设立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初创期小企业创新项

目* 一般创新项目* 重点创新项目和大学生科技创

业项目等) "##$年!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共安排项目 ',+项! 资助总金额达 * ###万元)

"##$ 年! 广东省积极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争

取国家技术创新基金的资助! 获得国家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基金资助总额超过 (-+ 亿元! 比 "##% 年

增长 ,*-+.) 自 ($$$ 年国家基金设立以来! 至

"##$ 年! 广东省累计获得国家立项支持共 ( (%#

项! 资助金额达 &-"+ 亿元) 其中! 中山大学达安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长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尔医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

州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一批受资助的企业迅猛发展! 成功上市)

东莞市福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2=7芯片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贷款贴息支持!

公司连续 ' 年从银行贷款 ( (## 万元! 缓解了资金

紧* 贷款难的窘境! 极大地坚定了企业开展技术

创新的热情! 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该公司将

未来发展重点瞄准高端 2=7芯片和以蓝光芯片工

艺为基础开发功率型照明芯片! 建立2=7照明器

件生产线! 贯通从芯片生产到应用的整个产业链)

广州海特天高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智能交通产品开发* 方案供应* 系统集成

等领域产品的科技型企业! 该公司曾因开发新产

品陷入了资金紧张的困境) "##, 年! 该公司新开

发的 "大中城市公交运营组织与调度系统# 项目

获得了国家创新基金贷款贴息 *# 万元的资助! 由

此! 该公司很快得到银行 " ### 万元的贷款! "##+

年又获得广州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资助资金 ,# 万

元) "##% 年该公司营业额突破 " 亿元! "##$ 年因

受惠于国家 ,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国内城市智

能交通行业的快速增长! 公司依然保持良好的发

展势头) 短短几年间! 该公司的智能公交与 38<

业务已经发展到全国 + 个城市) 此外! 该公司还

开发出媒体型车载终端* 调度型车载终端* 导航

仪公交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多媒体电子站牌等新

产品! 成为国内六大交通信息产业支柱企业之一)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龚建文'

高新技术企业

"##$年! 广东省新增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以

下简称 "高企#' ( *** 家 %含深圳'! 按新标准认

定的高企累计达到 ' '++ 家! 所属领域分布为. 电

子信息技术 ( ,(( 家*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家* 新材料技术,%,家*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家*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 家* 高技术服务业 ("" 家*

资源与环境技术 $"家* 航空航天技术 $家)

"##$ 年! 统计范围内的 ' #$& 家高企共实现

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 (" ,""-+# 亿元和

" $($-$*亿元! 户均单位企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

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 "$-#.和 ,'-$.- 高企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利润率为 &-,.! 比 "##% 年上升了 "-& 个百分点!

出口创汇占进出口总额的 +%-&.) 高企的总收

入* 利润和出口总额分别为 (" *''-($ 亿元*

$"$-$* 亿元和 *&#-&" 亿美元! 户均分别达 ,-#*

亿元* #-'# 亿元和 #-(% 亿美元)

表 * "# "*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情况 %%&&,!%&&('

单位. 个

年份 "##* "##+ "##& "##% "##$

数量 ' (*& ' %&& * (($

%

* '##

%

' '++

%

"##% 年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范围包括. "##% 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及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

"##$ 年统计范围. 按新标准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即只包括 "##%* "##$ 年新办法实施后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表 * "# "*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所属领域分布情况 %%&&+!%&&('

单位. 家

!!!!!年份

项目!!!!!

"##% "##$

合计 ( ,'+ ' '++

电子信息技术 ,*$ ( ,((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

新材料技术 ",, ,%,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 '*$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 ""+

高技术服务业 *# (""

资源与环境技术 *" $"

航空航天技术 , $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谢伟胜'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高等院校科技创新

"##$ 年!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展科研项目的

数量和经费比 "##% 年增加 (,-,.和 (%-+.! 从

事理工农医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较 "##% 年增加

"-,.! ", 所高校及 (* 所附院的 (%% 项科技成果

获得奖励! '% 所高校及 "( 所附院的 +* 项国家级

项目通过验收! 出版科技著作 ($( 部! 发明专利

授权量比 "##% 年增长 *"-*.! 依托高等学校建设

的省级重点实验室数量超过全省省级重点实验室

总数的 **.) 全省高校已成为广东省原始性创

新* 科研开发的生力军)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主要科研指标

+科研项目和经费, !据广东省 '% 所理* 工* 农*

医高校及 "( 所附院统计! "##$ 年! 全省普通高等

学校拨入科技活动经费 '*-* 亿元! 共开展科研项

目 ", ,$' 项! 投入科研经费 "+-#% 亿元! 项目数

量和经费分别比 "##% 年增加 (,-,.和 (%-+.)

在这些科研项目中! 基础研究项目 & '&, 项!

应用研究项目 % %"' 项! 试验发展项目 ' *,( 项!

@A7成果应用项目 " ("" 项! 科技服务项目 " +''

项) 其中! 承担国家 "$&'# 计划项目 ('$ 项! 投

入经费 % %+$ 万元! 项目数量和经费比 "##% 年增

长 +-$.* *+-*.- 承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 项! 投入经费 % "($ 万元! 项目数量比 "##%

年增长 '(-(.- 承担国家 "%+'# 计划项目 "%+

项! 投入经费 & %'( 万元! 项目数量比 "##% 年增

长 $-(.)

+科研人力资源, !"##$ 年! 全省普通高校 %包

括附属医院' 从事理工农医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总

数为 ,$ ",, 人! 较 "##% 年增长 "-,.) 其中高级

职称 %正高和副高职称之和' (, $+( 人! 占总人

数的 '#-'.! 高级职称人数较 "##% 年增加

*-&.- 博 士 研 究 生 % ('+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 博士研究生人数较 "##% 年增加 (*-%.)

+科研成果, !"##$ 年! 全省 ", 所高校及 (* 所

附院的 (%% 项科技成果获得奖励! 其中! 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项 %第 ( 承担单位'! 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 项 %第 ( 承担单位'!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 项 %第 ( 承担单位'! 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 项 %其中第 ( 承担单位 * 项* 第 " 承担单位 (

项'- 获省部级奖一等奖 '& 项 %其中第 ( 承担单

位 "% 项* 第 " 承担单位 * 项'! 二等奖 +( 项 %其

中第 ( 承担单位 ,+ 项* 第 " 承担单位 $ 项'- 获

其他奖项 %# 项)

"##$ 年! 全省 '% 所高校及 "( 所附院的 +* 项

国家级项目通过验收! 其中 "$&'# 计划项目 %

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 项! "%+'# 计划项

目 '"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项) (*$

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 其中 ', 项达到国际水平!

"+ 项为国内首创! %$ 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全年共出版科技著作 ($( 部! 合计 * ##' 万

字- 共发表学术论文 '$ (,( 篇! 其中! 在国外学

术刊物发表 + &#+ 篇! 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

(# #*$ 篇! 包括被 <:4=收录 , +&' 篇* =4收录

' +''篇* 4<98收录 ( &*' 篇)

+专利与技术转让, !"##$ 年! 全省 '% 所高校及

"( 所附院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 " *%*

件! 比 "##% 年增长 "%-#.) 其中! 发明专利

( %%(件! 比 "##% 年增长 (%-%.- 实用新型专利

*'% 件- 外观设计专利 (++ 件) 全年共有 ( ,(, 件

专利申请被授予专利权! 比 "##% 年增长 *"-*.)

其中! 发明专利 &&" 件! 比 "##% 年增长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实用新型专利 ,', 件! 比 "##% 年增长 '%-".)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 '% 所高校及 "( 所附

院拥有专利 , *&" 件! 其中! 发明专利 " '$$ 件!

实用新型专利 ( +## 件! 外观设计专利 (($ 件) 全

年与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 项!

合同金额 (-+& 亿元! 当年实际收入 & &$' 万元)

其中! 有 (*+ 个为专利出售合同! 合同金额 + "#,

万元! 当年实际收入 , (&( 万元)

+学术交流, !"##$ 年! 广东省 '% 所高校及 "(

所附院共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 次- 共派出 & '&(

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交流学术论文 ' *&& 篇!

作特邀报告 +%& 篇- 开展各类合作研究派出 ( *,$

人次! 接待国内外合作研究学者 ( '*+ 人)

+重点实验室建设, !重点实验室是高校组织开

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聚集和培养

优秀科学家! 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省高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个*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

个*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截至 "##$ 年年底! 全

省共依托高等学校建设 +%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超

过全省省级重点实验室数量的 **.) 依托高校建

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 努力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产

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对推动广东省科

技创新!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 年! 省教

育厅启动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至 "##$ 年 (" 月! 全省分 % 批批准 &% 个广东省普

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 投入建设经费近 (-"

亿元)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紧密围绕广

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需

要! 为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开展广泛的

国内外学术交流! 培养创新拔尖人才搭建平台!

更好地服务于广东省重点发展和关键领域! 主要

选择与广东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相关

的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 生

命科学* 新材料* 节能与新能源* 生态与环境科

学* 医药与健康* 海洋开发* 现代农业等学科

%技术' 等领域进行布点)

%广东省教育厅!陈!磊'

中!山!大!学

"##$ 年! 中山大学科技工作根据学校 "国家

需求! 国家任务! 国际水平# 的指导方针! 充分

发挥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优势和特色! 稳步发展基

础研究! 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坚持科技创新! 大

力提升学校服务地方的能力- 加强产学研结合!

全面推进市校合作) 该校科技工作快速发展! 整

体科技实力明显上升)

+科技项目和经费, !"##$ 年! 中山大学科技经

费稳步增长! 承担重大重点项目能力进一步增强)

"##$ 年! 该校科技项目到位总经费为 +-** 亿元!

其中! 承担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 "(, 项! 到位经

费 (-%' 亿元- 部省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 &*% 项!

到位经费 '-"* 亿元- 委托科技项目 ( ##% 项! 到

位经费 (-"$ 亿元- 其他科技项目 '#$ 项! 到位经

费 ( &%& 万元)

"##$ 年! 中山大学共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 项! 资助经费超过 (-(, 亿元! 项目数和

经费数均排全国第 & 位) 新增 * 位国家 "$&'# 计

划 %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首席科学家! 获

"$&'# 计划项目数创历史新高! 仅次于北京大学

%& 项' 和清华大学 %+ 项'! 与南京大学和上海

交通大学并列排名全国高校第 ' 位)

该校 "国家对虾现代产业技术体系# 正式启

动! 执行期为 * 年! 总经费达 & $*# 万元) 牵头承

担 ' 项国家 "%+'# 计划重点项目! 总经费达

" '',万元! 其中项目 "海洋文昌鱼繁育与免疫基

因功能解析关键技术研究# 是 "十一五# 期间

"%+'#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重点项目之一)

该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区域

农业生态系统害虫生物防治关键技术与示范#) 该

项目由教育部组织实施! 国家下拨总经费 " $#( 万

元! 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农业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区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

产奠定基础)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该校主持 "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项! 合同经费总额达 * &,*-* 万元- 承担 "重大

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 项! 合同经费总

额达 + ('(-(" 万元)

"##$ 年!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国内企业纷

纷压缩研发资金的大背景下! 中山大学适时调整!

合理规划! 积极应对! 强调针对地方和企业的迫

切需求开展项目研发! 横向项目到位经费再次突

破 ( 亿元)

+科研平台建设, !"##$ 年! 中山大学坚持科研

基地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 整体规划! 依托优

势学科! 聚集优秀人才! 科研基地建设取得新突

破) 全年新增 (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个广

东省重点实验室* " 个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个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 " 个产学研基地) 此外! 该校还获得省发

改委支持南海海洋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

设经费 ,*# 万元)

表 * "* "% "!$中山大学新增科研平台一览表 %%&&('

类别 名称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数字家庭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低碳化学与过程节能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普通高校新型聚合物材料设计合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恶性肿瘤基因调控与靶向治疗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高校数字家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高校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广东省普通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中山大学基因组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粤港澳创新中药研究开发科技合作基地

产学研基地
深水网箱养殖技术集成与转化示范

不饱和聚酯树脂行业余热利用与废水资源化整体工艺及工程应用

+产学研合作, !"##$ 年! 中山大学拓展思路!

服务地方! 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入! 服务社会经济

能力不断增强) 该校在多年科技服务地方实践基

础上! 创新思路! 提出了 "一产业一基地一平

台# 的新模式! 即根据广东各地级市支柱产业发

展的需求! ( 个国家级或省部级应用型科研基地

对接 ( 个具体产业! 与地级市共建 ( 个技术研究

院! 将研究院建设成为学校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

的中试平台)

"##$ 年! 该校启动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

院* 广州中山大学数字家庭研究院的筹建工作!

地方政府计划分别投资 * ### 万元和 (-" 亿元) 中

山大学东莞研究院的建设工作也正式启动! 进展

良好) 截至 "##$ 年年底! 该校已与 $ 个地市建立

市校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与地方政府共建 $ 个研

究院- 牵头成立 "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学研创新联

盟#! 参与组建 * 个产学研创新联盟- 与深圳市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等 ( ### 多家企业展开技术研发合

作! 与 (## 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研发机构! 学校

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 王钢

教授带领的中山大学佛山研究院科研团队对佛山

南海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获南

海区人民政府 (## 万元重奖) 由该校徐安龙副校

长牵头! 全校数十位专家* 教授组成的项目组!

承担了广州国际生物岛的产业规划项目! 这是该

校参与广州国际生物岛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由于在促进产学研合作* 提高国家和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该校被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授予 ""##$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奖#)

+科研成果, !"##$ 年! 中山大学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项! 即肿瘤防治中心马骏教

授团队的研究成果 "基于现代影像技术的鼻咽癌

综合治疗研究及应用#- 获得省部级奖 "* 项! 其

中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其他 * 项)

表 * "* "% "%$中山大学部分获奖重大成果表 %%&&('

序号 获奖项目 项目负责人 获奖类别

( 林浩然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

罗非鱼种质分析与良种选育及

产业化关键技术
林浩然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青光眼防治系列研究 葛!坚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分子发病

机制和干预治疗系列研究
葛!坚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以及

花色苷防治研究
凌文华

"##$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

奖' 一等奖

"##$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 蚁群优化算法的研究 张!军 "##$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林浩然院士获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

贡献奖) 林浩然院士团队完成的 "罗非鱼种质分

析与良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 成果获 "##$ 年

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及 "##$ 年度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葛坚教授等完成的项

目 "青光眼防治系列研究#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

眼分子发病机制和干预治疗系列研究# 分别获高

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凌文华教授等完成的项目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以及花色苷防治研究#

获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和

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张军教授团队完成的

"蚁群优化算法的研究# 获 "##$ 年度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科技交流与合作, !"##$ 年! 中山大学积极搭

建交流平台! 提高学术交流层次! 继续加强国内

与国际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年! 由中山大学主办或承办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共 ,$ 次! 包括. 全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

传质学术会议* 第 (# 届固体化学和无机合成化学

会议* 世界肿瘤介入学术大会暨第 * 届中国肿瘤

微创治疗学术大会* 首届国际工业药学与临床药

学研讨会* 欧亚结直肠外科会议等)

"##$ 年! 该校新增国际科技合作基金项目 "

个! 由省科技厅认定的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 个)

(" 月! 该校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沈培康

教授与世界汽车巨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签署了科

研合作协议! 这是该公司首次与中国高校联合开

展燃料电池催化剂研究的项目)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主办国家杰

出计算机论坛! 该论坛将推出一系列由世界顶尖

级计算科学家领衔主讲的讲座! "##$ 年度已接受

邀请的国际权威专家包括. 菲尔兹奖获奖者* 美

国科学院院士 <RUcUK <dSXU! 法国科学院院士 8B

:JSVXUR! 法国数学会主席 <RU]\SKUeSffSJg! 国际数

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 德国著名计算数学家NB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SPhWL P̂\! 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应用和工业数

学会 %<4E6' 前主席 3B<RVSKT! 美国科学院院

士 <B>̂\UV! 纽约州立大学杰出研究教授:B6JPY

P\UXXJ等)

%中山大学科技处!徐!静'

华南理工大学

"##$年! 华南理工大学围绕争取重大项目*

重大基地* 重大成果* 高层次人才的主要目标!

科技工作再创佳绩!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科研综合实力稳步提高! 科技工作保持了持续*

快速* 协调的发展)

+科研项目和经费, !"##$ 年! 华南理工大学新

增科研项目超过 " '## 项! 合同经费超过 % 亿元!

实到经费突破 & 亿元)

基础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所在单位! 该校

获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 计划'

项目 " 项!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项)

其中! "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获重大*

重点项目 & 项 %含广东联合基金')

应用研究!牵头国家 "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

划课题 ( 项! "%+'# 计划专题课题 % 项! 国家发

改委:034%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专项课题 " 项!

广东省重大专项 $ 项!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招

标项目 ' 项! 广州市科技重大专项 " 项)

横向科技合作!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 *#%项! 其中 , 项合同经费超过 ( ### 万元) 学

校选派 ",+ 位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作为省部企业科

技特派员到广东省 "# 个地市! 参与广东省创新型

科技企业建设! 助力企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派

出人数居全国高校之首)

+科研平台建设, !"##$ 年 " 月! 华南理工大学

获批组建国家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这是广东高校牵头组建的首个公益类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 年 (( 月! 该校又获批组建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标志

着该校技术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此外! "##$ 年! 该校还获批 (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个广东省重点实

验室* ( 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个广

东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 个广东高校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见表 , H, H' H(')

表 * "* "# "!$华南理工大学获批组建的科研平台 %%&&('

类别 名称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自主系统与网络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近距离无线通信与网络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绿色精细化学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表面功能结构先进制造广东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广东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气污染控制广东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该校科研基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制浆造纸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均获得科技部的专项经费支持! 合计 ( *## 万

元- 广东省发酵与酶工程重点实验室通过省科技

厅和广州市科技局共同主持的验收- 广东省绿色

能源技术重点实验室获得追加建设经费- 高分子

材料广东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和计算机网络广东

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获得滚动支持)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科研成果, !"##$ 年! 华南理工大学获省部级

以上自然科学类科技奖励 ', 项! 其中国家科学技

术奖 ' 项! 占 "##$ 年广东高校 %第 ( 完成单位'

获国家奖总数的 ()"! 全省的 (),) 分别为. 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项&&&谢胜利教授课题组完

成的 "盲信号的分离和辨识理论及其应用#- 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项&&&万金泉教授课

题组完成的 "废纸造纸废水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 和赵谋明教授课题组完成的 "大宗

低值蛋白资源生产富含呈味肽的呈味基料及调味

品共性关键技术#)

获 "##$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 " 项! 其中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获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

特等奖 ( 项 %第 & 完成单位'! 一等奖 * 项 %第 (

完成单位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获

"##% 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据 "##$ 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结果

显示! "##% 年度该校被 <:4=* =4* 4<98三大索引

收录论文 " %'+ 篇次! 比 "##& 年度 %" ,#$ 篇次'

增长了 (&-&.) 其中! 被 <:4=收录 &", 篇! 在全

国高校中排名第 "' 位- 被=4收录 ( (%* 篇! 在全

国高校中排名第 (+ 位- 被 4<98收录 $"& 篇! 在

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 位) 此外! 在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期刊上发表论文总数为 " %'' 篇! 在全国高

校中排名第 ($ 位)

+知识产权工作, !"##$ 年! 华南理工大学专利

申请总量达 %#&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授权

专利总量达 ,'*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计算

机软件版权登记 %, 件) 获 ' 项国家专利优秀奖!

获奖数量居全国高校首位- 获 ( 项广东省专利金

奖和 " 项广东省专利优秀奖) 其中! 专利 "木素

系加气混凝土用高效砂浆外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获国家专利优秀奖和广东省专利金奖! 专利 "中

浓纸浆稳压双升流塔氧气漂白方法# "抗消化淀

粉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均获国家专利优秀奖和

广东省专利优秀奖)

"##$ 年 (" 月! 在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工作会

议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首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

权示范单位授牌! 华南理工大学是广东高校中唯

一获奖单位)

+科技交流与合作, !"##$ 年! 华南理工大学承

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 次! 包括 "##$ 年4===信

息与自动化国际学术会议* 第 + 届工程和科学中

的介观方法国际会议* 第 (+ 届国际城市形态论

坛* 第 " 届制糖新技术国际会议等) 主办或承办

(, 次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 包括第 (" 届全国生物

材料学术会议* 第 * 届全国先进制造装备与机器

人技术高峰论坛* 第 ' 届全国环境学科建设研讨

会等)

"##$ 年! 该校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 牵头组建由教育部和广州市联合共建的广

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与梅州市共建华南理工

大学梅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与云浮合作发展

区域产业及建设宜居城市) 受广州市政府的委托!

学校作为广州市污水治理与河涌整治工程的技术

咨询机构! 为工程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和进行方

案审定)

牵头组建再生金属综合利用* 9I9H2:7产

业及技术等技术创新联盟! 参与组建网络与信息

安全* 软件工业化* 电动汽车等省部产学研创新

联盟)

与粤海 %国际' 酒店管理集团* 中山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 广东电

视台* 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五洲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等企

业签订全面 %技术' 合作协议 $ 项! 并共建了一

批产学研基地)

组织或参加各类大中型项目对接活动* 科技

成果展洽会 '# 多次! 如与东莞市* 潮安县* 亚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集团* 长城电脑有限公

司等地方政府及行业龙头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洽谈

会等! 有 ( ### 余人次的专家参与对接)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处!杨!军'

暨!南!大!学

"##$ 年! 暨南大学围绕 "搭大平台* 组大团

队* 拿大项目* 出大成果# 的发展思路! 通过抓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机制提高管理和运行水平! 抓创新推动科研工作!

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 首次突破 " 亿元! 科研水

平显著提高)

+科研项目与经费, !"##$ 年! 暨南大学立项项

目 ''$ 项! 获批经费约 "-#" 亿元! 首次突破两亿

元) 其中!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

项! 获资助经费 " #%$-" 万元! 比 "##% 年增长了

+,-"%. - 获 "$&'# 计划项目立项 ' 项! 获批经

费 &'* 万元- 获批国家 "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

项项目 (( 项! 获批经费 ( %(# 万元! 资助率达

,".- 获省部级项目经费 " &,"-% 万元- 厅局级项

目经费 &(( 万元-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 (-#'

亿元) 横向经费实到金额比 "##% 年增加 " '$*-(

万元! 增长 ,#-*.)

+科研平台建设, !"##$ 年! 暨南大学新增教育

部工程中心 ( 个 %热带亚热带水生态工程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重点实验室 ( 个 %广东省高

校水土环境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截至 "##$ 年

年底! 该校共拥有 $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 个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个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 个科技部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

"##$ 年 , 月! 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验证基地落户广州科学城) "##$ 年 * 月! 暨南

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与上海新药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共同建立以科研合作* 资源共享为主

要内容的伙伴实验室! 以实现共同发展! 推进中

药现代化及自主创新药物研究)

"##$ 年 + 月! 再生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由省科技厅推荐申

报并获批为科技部 "国际合作示范基地#! 同时

还获批省科技厅的粤港合作平台建设项目)

+产学研结合, !暨南大学加强校企合作! 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 年! 该

校牵头或与其他高校* 广东龙头企业共同组建了

卫星导航* 中药现代化创新产学研联盟 " 个省部

产学研创新联盟! 获批 * 个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

使产学研工作由过去短期* 松散* 单项的合作转

变为长期* 紧密* 全面的战略合作! 提升了合作

层次)

截至 "##$ 年年底! 暨南大学已向广州* 深

圳* 珠海* 东莞* 佛山* 韶关等地的 "# 个县市的

(## 多家企业派驻 (## 名科技特派员! 是全省派驻

企业科技特派员人数最多的 ' 所高校之一) 此外!

该校还积极与东莞* 中山等市联合举办 "产学研

系列合作日# 活动! 以加强交流与合作! 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 年! 暨南大学与中山市人民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双方以项目带动! 全面开展合作)

合作对中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特别是为生物制药* 环境* 医学及其他领域

注入新的动力) 暨南大学还与惠州市签订校市合

作协议! 双方将依据 "校市联合* 科学规划* 市

场引导* 企业参与* 共同推进# 的原则! 推动暨

南大学和惠州市人民政府全面开展经济* 文化和

科技合作! 尤其要加强生物工程* 生物医药* 医

疗卫生* 信息技术* 环境和水资源治理* 旅游资

源开发和规划* 新闻出版和传媒发展等领域的

合作)

+科研成果, !"##$ 年! 暨南大学获各级科技奖

励 + 项! 在国家级奖项上实现突破! 由基因工程

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完成的成果 "一类新药重

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关键工程技术及应用# 获

得 "##$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 年! 该

校申报各类专利 $& 项! 其中发明专利 $* 项- 授

权专利 ,* 项)

"##$ 年! 该校被 <:4* =4收录的论文共 *,&

篇) 暨南大学药学院教师姚成灿博士在国际著名

学术杂志 $自然医学( %0SRLVU6UgJPJKU' 上! 以

第一作者发表了题为 "前列腺素=" H=8, 信号通

过9/X细胞分化和 9/X& 细胞增殖促进免疫炎症#

的学术论文)

+国际合作与交流, !"##$ 年! 暨南大学承办国

际大型学术会议 * 次! 包括中丹水体环境修复双

边研讨会* 浮游生物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 第四

届南中国海红潮预防和管理国际研讨会等- 主办*

承办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 (+ 次! 包括中国病理生

理学会第 ' 届中西医结合 "明湖论坛# 学术交流

会* "亚运食品安全与广东食品产业创新发展#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学术研讨会暨 "##$ 年广东省食品学会年会等)

%暨南大学科技处!刘百联'

华南农业大学

+科研经费, !"##$ 年! 华南农业大学到位科研

经费突破 " 亿元大关! 达 "-(+ 亿元! 其中! 纵向

经费 (-%+ 亿元! 横向经费 '##"-' 万元- 自然科

学类项目到位经费 "-#* 亿元! 占 $,-%#.- 人文

社会科学类项目到位经费 (("' 万元! 比上年增长

(倍多) "##$ 年! 该校新增纵向科研项目 *+" 项!

合同经费 (-$" 亿元! 同比增长 '(-((.)

"##$ 年! 华南农业大学承担重大重点项目能

力显著增强! 主持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 * 项! 预

算经费 " #+# 万元- 主持公益性行业专项 ' 项! 预

算经费 , #+& 万元- 获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

项! 合同经费 ( ((" 万元-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 项! 经费 " ("'-* 万元- 获广东省科技重

大专项 , 项! 合同经费 +## 万元- "( 人签订了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任务书! 合同经费

" $&# 万元- 吴珍芳教授* 陈清华教授分别当选广

东省现代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广东省现

代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另有

"( 人入选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共

获经费 ,%# 万元)

温思美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 "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获得

立项! 获经费 *# 万元! 这是该校首次* 广东省第

" 次获得该类项目立项) 罗必良教授主持申报的

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当

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获得

立项! 获经费 &# 万元! 实现该校此类项目零的

突破)

+科研平台建设, !"##$ 年!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

工程中心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 国家植物航天育

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科技部批准建设! 获经费

&## 万元) 该中心的建立将在航天诱变新种质资

源创建* 评价和利用* 航天诱变机理* 新品种和

配套工程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等领域开展深入研

究! 对整合我国航天育种研究力量! 提高航天技

术服务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 促进我国航天育种

研究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 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园艺产品保鲜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水稻育性发育与抗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

农业动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广东

省普通高校兽药创制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普通

高校水稻机械化生产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等 * 个

省部级科研平台落户华南农业大学) 此外! 该校

还成功组建了 + 个校级研究机构! 包括. 华南农

业大学畜禽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中

心* 华南农业大学林木健康诊断和保护技术研究

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南方设施园艺研究中心* 华

南农业大学劳资关系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生

物材料研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茶皂素生物农药研

究室)

+科研团队建设, !"##$ 年!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

陈晓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申报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团队项目获得成功! 使该校省自然科学基金

团队项目达到 + 项) 生命科学学院邓诣群教授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至 "##$ 年年底!

该校共有新世纪优秀人才 * 位)

+科技成果, !"##$ 年! 华南农业大学获各级各

类科技成果奖励 "$ 项! 获奖项目数较上年增长

*"-+'.) 其中! 获 "##$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 项! "##+&"##&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项! "##% 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 项! "##%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

广奖一等奖 , 项! "##$ 年度广东专利奖优秀奖 (

项) 曾玲教授主持完成的成果 "桔小实蝇种群持

续控制基础研究及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推广# 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这是继 "##( 年该校同

时以第 ( 完成人和第 ( 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之后又一次获得该奖项) 谭砚文教授的研究

成果 "完善我国棉花产业补贴政策研究# 获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这是该校首次

获得该奖项的一等奖)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表 * "* ", "!$华南农业大学部分获奖重大成果表 %%&&('

序号 获奖项目 项目负责人 获奖类别

(

桔小实蝇种群持续控制基础研究及

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推广
曾!玲 "##$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完善我国棉花产业补贴政策研究 谭砚文
"##+&"##&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 新城疫预防与控制的研究 辛朝安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水稻空间诱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

选育应用
陈志强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重大果蔬害虫桔小实蝇防控关键技术

示范与推广
曾!玲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肉鸡专用高效复合酶制剂产品技术

开发及推广
冯定远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优质高抗水稻新品种推广应用 王!慧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专用胆碱酯酶的

推广与应用
徐汉虹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 无原料酸高效磷肥生产方法 毛小云 "##$ 年度广东专利奖优秀奖

"##$年! 该校共申请专利 (&"件! 其中申请发

明专利 (*# 件! 实用新型专利 "# 件! 外观设计专

利 "件! 申请总量比上年增长 ""-%*.- 授权专利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实用新型专利 (# 件-

授权校名注册商标 (', 件- 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项- 发明专利申请量居广东省高校第 '名)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 年! 华南农业大学

与企业共签订合作项目 *&& 项! 在禽流感防控*

新兽药创制* 规模化养殖* 果蔬保鲜* 水稻育种*

植物性农药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绩! 并及时将

其转化为生产力!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其中! 该校与广州皇上皇集团有限公司共

建皇上皇&华农大畜禽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技

术创新中心! 与广州鑫肽生物蛋白股份有限公司共

建华农鑫肽应用分子营养及饲料资源开发研究中

心! 与咀香园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共建咀香园&

华农大焙烤食品研究中心! 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共建华南畜禽产业化省部产学研究战略

联盟! 与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建兽用生

物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与广东紫金振天

药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兽药研发实验室) 有 " 家

企业因被许可实施华南农业大学 " 项专利而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 家企业获华南农业大学许

可使用新兽药疫苗! 华南农业大学共获许可费

+## 万元)

华南农业大学 "( 名专家入选广东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吴珍芳教授当选广东省现代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陈清华教授当选

广东省现代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该校

共有 $" 位老师被聘为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 分别

与广东省百余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推动了该

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另外! 新增 ( 个广东高校产

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水稻机械生产产学研结合

示范基地) "##$ 年! 该校荣获科技部 "全国科技

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刘厚诚教授荣获科

技部 "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学术交流与合作, !"##$ 年! 华南农业大学学

术交流日益活跃! 层次不断提高) 全年共举办 &+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场学术报告! 其中院士讲座 (, 场- 举办了第 & 届

低8/条件下植物&土壤交互作用国际研讨会*

第 * 届国际烟粉虱大会* 第 ( 届亚洲化感大会和

中&德蝴蝶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研讨会共 , 场国

际学术会议- 举办了第 ' 届全国饲料酶制剂研讨

会* 第 ' 届海峡两岸园艺学术研讨会暨粤闽台园

艺科技学术论坛* 第 (" 次全国木材干燥学术研讨

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学科建设高层论坛*

金融危机下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中

国高等农林教育校 %院' 长联席会第 $ 次会议暨

高等农林院校大学校长论坛和 "##$ 中国作物学会

学术年会共 & 场全国学术会议)

"##$ 年! 该校教师发表论文 ' "%% 篇! 较上

年增长 &$-'.) 其中! <:4收录论文 ,(( 篇! =4

收录论文 (%( 篇! 4<98收录论文 +" 篇) 三大索引

收录量比 "##% 年增长了 %%-*.) 理学院青年教师

林芳博士在顶级物理杂志 8\[̂JPSX@UcJUi2URRUV̂

%"##% 年影响因子为 &-(%#' 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这是该校物理类论文首次发

表在影响因子大于 * 的刊物上)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处!杨!征'

汕!头!大!学

"##$ 年! 随着学校以年薪制为主导的学校综

合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科研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

汕头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 在

项目申报与管理* 成果质量等方面均取得较大

突破)

+科研项目与经费, !"##$ 年! 汕头大学的科研

立项经费共 , "#" 万元! 比 "##% 年增长了 '%-$.!

科研立项经费又一次达到历史最佳水平) "##$

年! 该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项! 总资助金

额 ( ,,* 万元! 其中重点项目 ' 项共 **, 万元! 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

项! 这是该校首次获得此类型项目的资助- 面上

及青年项目 '" 项共 %$( 万元! 平均资助率达

"(.! 资助项目数及资助经费均创历史新高) 此

外! 一批项目获得国家 "$&'# 计划* 国家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 广东省科技计划重

大专项等)

+科研平台建设, !"##$ 年! 在省教育厅的大力

支持下! 汕头大学与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申报的广东省高等学校产学研结合示范基

地&&&风电机组控制系统产学研结合示范 %创新

培养' 基地和依托于该基地的科技成果转化重大

项目 "兆瓦级风力机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获得批准! 项目立项经费为 (## 万元) 截至

"##$ 年年底! 该校已拥有 ' 个广东省高校产学研

结合示范基地) 同时! 依托该校理学院及海洋生

物研究所申报的亚热带海水贝藻养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获省教育厅立项! 项目建设经费 (## 万元!

这是该校首次获得广东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

"##$ 年! 汕头大学建设的汕头轻工装备研究

院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汕头大学牵头组建轻工装

备产学研战略联盟! 制订 $广东省软包装印刷设

备制造业产业技术路线图(! 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 项! 获立项经费 ( &(&-* 万元! 取得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对提升粤东轻工机械行业的技术

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该校海洋生物学科

与地方政府共建的牛田洋水产研究中心获得省科

技厅立项支持! 对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升级起到良

好的促进作用)

+科研成果, !据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 年!

汕头大学被三大检索机构收录科技论文 "+" 篇!

其中 <:4收录 (&( 篇! 较 "##% 年增长了 "#.- =4

收录 +$ 篇! 4<98收录 "" 篇) 文科方面! 发表被

<<:4收录论文 (" 篇! 其中以汕头大学为通讯作者

单位的 * 篇) 该校高水平论文的总体质量迅速提

升! 出现了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的良好趋势)

"##$ 年! 汕头大学获 "##$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 项&&&禽类甲型流感病毒的发生* 演变

及传播规律研究! 这是该校自成立以来首次荣获

该类最高奖项- 获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获 "##$ 年度

汕头市科学技术奖 (" 项! 其中一等奖 * 项! 二等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奖 " 项! 三等奖 * 项) 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的质量也稳步提升! "##$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三等奖各 ( 项- 获 "##$ 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

等奖* 二等奖各 ( 项)

截至 "##$ 年年底! 该校共申请专利 (#& 项!

其中8:9申请 ' 项! 共获得授权 &+ 项) "##$ 年!

汕头大学专利技术成果转化取得新突破! 共有 &

项专利成功转让与实施许可! 其中发明专利 "' H

羟基丁酸* ' H羟基戊酸和 ' H羟基己酸共聚物 8

%'/5HPQH'/FHPQH'//M' 作为组织工程生物

材料的应用# 等 " 项专利申请技术实施许可合同

金额达到 (*# 万元! 是该校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专

利技术许可实施项目)

"##$ 年! 该校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第 ,

批全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这是继

"##& 年该校被确定为首批广东省事业单位知识产

权试点单位以来! 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取得的又

一重大进展)

+学术交流, !"##$ 年! 汕头大学多次主办或参

与主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如富布赖特研讨

会&&&美国. ($,*&($&+* 中日比较公共行政改

革研讨会* 当代国际产业问题工作坊等)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

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黎乐民教授! 丹麦哥本哈

根大学6QUJK 6QT\JdJ教授! 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

学NSXRUV<RUJKUV教授! 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的 6SVY

PQ@B7J9QddŜQ教授!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副

主任佐佐木智弘研究员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也

先后应邀来校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学校教师外出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 *# 多人次)

%汕头大学科研处!罗英光'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科研院所科技创新

"##$ 年! 广东省紧紧抓住新一轮机构改革的

机遇! 各有关部门会同开展政策调研! 制定政策

文件! 取得了重大突破! 营造良好的科研体制改

革政策环境) 全省科研院所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设* 国家及省级重大科研课题研究* 科技人员

队伍培养* 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等方面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科技体制改革进展

+制定出台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 年初! 广东省科技厅与广东省编办共同

开展了全面* 系统* 深入的调研! 多次召开科研

机构* 科技人员座谈会! 在广泛听取意见后形成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 月 , 日! 省

编委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意

见() % 月 (, 日!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 月 "& 日! 省

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编办* 省科技厅 $关于深化

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正式颁布实施该文件)

+组建主体科研机构, !根据 $关于深化科研体

制改革的意见( 要求! 省编办会同科技厅以工业*

农业* 社会民生*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优势科研

院所为基础! 开展组建主体科研机构调研和可行

性研究! 多次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主体科研机构组

建论证研讨会! 并起草组建方案) "##$ 年 (" 月 %

日! 黄华华省长主持的广东省编委会议审议通过

了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机构编制方案( 和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所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

案(! 这是省政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

措! 对于构建主体科研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 推

进创新型广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修改 $广东省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广东省科学研究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 省科技厅根据人事

部* 科技部 $关于印发 0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岗位

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1 的通知( 要求! 结合本省

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的实际! 完成了 $广东省科学

研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 初稿的

起草工作)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龙云凤'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派出

机构! 负责联系广州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

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中

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由中国科学院* 广东省人

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建'* 地处长沙的中国

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和地处深圳的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由中国科学院和深

圳市人民政府共建' 共 $ 个机构)

"##$ 年! 全院共有职工 " (+' 名! 其中中国

科学院院士 ( 名! 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 名!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 名!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

名- 拥有博士后流动站 , 个! 硕士培养点 "% 个!

博士培养点 (* 个! 在学研究生 ( %(% 名)

"##$ 年! 全院新增了中国科学院退化生态系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统植被恢复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依托于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

验室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至 "##$ 年年底! 全院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个

%其中之一与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共建'! 中国科

学院重点实验室 (( 个!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 个!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 个- 共有野外科学实验站 (#

个! 其中! 国家与中国科学院共属野外科学实验

站 * 个! 中国科学院专属野外科学实验站 ' 个!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区研究所所属野外科学实验站

" 个)

"##$ 年! 全院在研科研课题 " (%* 项) 按项

目性质分类. 基础研究 +'% 项! 应用及应用基础

研究 &+' 项! 试验发展 ("* 项! 科技服务等 +*$

项) 按项目来源分类. "$&'# 计划 $" 项! "%+'#

计划 %$ 项! 国家攻关 *+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项! 中国科学院创新及重大项目 "%* 项! 广东

省重大科技专项和招标项目 ,' 项! 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 ("( 项! 广东省重点攻关项目 (#" 项! 湖

南省科技计划 (" 项! 广州市科技项目 &( 项! 其

他政府部门委托 *& 项! 国际科技合作 '* 项! 军

工 " 项! 企业委托等 %'# 项)

全年全院取得科技成果 +$ 项) 在国内外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 ( ,"( 篇! 其中被 <:4收录 &", 篇-

出版专著 "# 部! %$* 万字) 申请专利 '', 件! 其

中发明专利 "%# 件- 授权专利 (*$ 件! 其中发明

专利 %& 件) 获得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技术一

等奖 ( 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 项! 其中!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 项! "##$ 年度西藏自治区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 全年技工贸收入达 ,-(*

亿元)

"##$ 年! 全院接待了 *# 个国家和地区来访的

科技界人士 "%" 批 ( ("& 人次- 主持召开国际学术

会议 ($ 次- 全年全院向 ,*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科

技人员共 "&$ 批 ,&( 人次! 其中! 出席国际学术

会议 ((# 批 "(' 人次! 开展科技合作研究的为 (#+

批 ('% 人次! 学习* 考察及参加科技展览的为 *'

批 +& 人次! 其他 (# 批 *' 人次)

广东省科学院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直属科研事

业单位! 管理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东省昆虫研究

所*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

壤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广东省科学院幼儿园 & 个机

构) 全院共有职工 %+* 名! 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

士 , 名 %兼职'! 具有高级职称的 ($% 名! 在学研

究生 (," 名)

"##$ 年! 全院新增了广东省空间地理信息技

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依托于广州地理研究所')

至 "##$ 年年底! 全院共有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

个! 广东省公共实验室 * 个! 野外科学实验站

(+ 个)

"##$ 年! 全院在研科研课题 ,(( 项! 按项目

性质分类. 基础研究 %( 项! 应用及应用基础研究

($' 项! 试验发展 %' 项! 科技服务 *, 项) 按项目

来源统计. "$&'# 计划 , 项! "%+'# 计划 (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项! 中国科学院项目 (* 项-

省市区地方政府项目 ('# 项! 其中! 广东省重大

专项 "( 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 (% 项! 省重点科技

攻关 *# 项! 广州市科技攻关 (* 项! 其他政府部

门项目 "+ 项- 国际科技合作 (% 项- 企业委托等

项目 "'' 项)

"##$ 年! 全院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 篇! 其中被 <:4收录 ** 篇- 全年出版专著 "

部! '$, 万字) 申请专利 +&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授权专利 '(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全年

取得科技成果 ,% 项) 全年获得省* 市级科技成果

奖 $ 项! 其中!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 项* 二等奖 ( 项* 三等奖 " 项! "##$ 年度广

东省环保局科技二等奖 ( 项! "##$ 年度广东省农

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 项! "##$ 年度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项! "##$ 年度广州市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 全年技工贸收入达 ("-,*

亿元)

"##$ 年! 全院接待了 (% 个国家和地区来访*

开展合作研究*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科技展览的

科技界人士共 "& 批 %# 人次) 主持召开的国际学

术会议 ( 次) 全年向 (#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学习考

察* 参加科技展览和开展科技合作研究的科技人

员共 "' 批 *% 人次! 其中! 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

为 ' 批 + 人次! 开展合作研究的为 (, 批 ,, 人次!

学习考察及参加科技展览的为 + 批 % 人次)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新建重点实验室简介,

广东省空间地理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该实验室依托于广州地理研究所! 于 "##$ 年

经省科技厅批准立项建设) 实验室重点研究领域

为 "一个技术平台和三个应用方向#! 即一个地

理空间信息集成与共享技术平台! 及其在国土资

源动态监测与管理* 自然灾害监测与防灾减灾技

术* 区域发展与空间规划辅助决策技术等 ' 个应

用方向)

该实验室自立项建设以来! 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 承担国家级项目 ' 项! 省部级项目 (( 项!

发表国际核心期刊论文 , 篇! 已拥有一定数量的

科研仪器设备) 该实验室将打造一个具有明显区

域特色的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研发平台! 成为广东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研发与人才培养基

地! 为政府空间利用决策咨询和地理空间信息产

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成为全省通用的空间数据

共享与交换平台)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该实

验室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于

"##$ 年 (" 月经省科技厅批准成立) 该实验室以研

究机器人和智能系统领域中的关键核心技术! 研

制可产业化的家庭服务机器人* 应急救灾机器人

和智能系统* 医疗康复和手术辅助机器人* 多媒

体智能系统为目标! 旨在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机

器人和智能系统实验室! 并将核心技术向各个行

业转化)

该实验室科研团队汇聚了美国* 德国* 日本*

香港等地机器人领域的优秀人才! 具有鲜明的国

际化* 开放化特色) 项目负责人徐扬生院士是国

际机器人研究领域著名专家! 实验室副主任张建

伟教授在从事机器人研究方面享誉国际) 科研团

队整体实力卓越!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实验室

服务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 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

有利于促进区域制造业技术进步)

中国科学院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管理重

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 于 "##$ 年 (" 月获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 实

验室以恢复生态学研究优势和创新体系为基础!

重点围绕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典型退化生态系

统! 开展结构* 功能与过程研究! 开展退化机理

研究与健康评价! 开展植被恢复技术集成与模式

优化的整合研究)

该实验室在中国科学院批准之前! 是华南植

物园所属的相同领域研究的实验室) 历年来! 华

南植物园在恢复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领域研

究成果显著! 截至 "##$ 年年底! 已发表论文 '&&

篇! 其中被 <:4收录论文 ('+ 篇! 包括在 <PJUKPU

上发表论文 ( 篇- 出版专著 + 部- 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 (# 项! 申请发明专利 $ 项- 曾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 项* 三等奖 ( 项- "发现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

积累有机碳# 成果被评为 "##+ 年度 "中国基础研

究十大新闻#)

+部分获奖科技成果选介,

项目名称. 诱导多能干细胞机理与技术研究

承担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获奖情况.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该项目是再生医学研究中的前沿基础学科)

干细胞的多能性与重编程是干细胞研究的核心问

题! 项目成果针对以上两个领域! 在干细胞多能

性相关的分子机制研究方面! 通过研究 0SKQT*

>PR,* <QM"* IQM7' 等与干细胞多能性相关的转录

因子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发现了>PR, 的细胞核

定位信号并阐明其调控机理- 证实了 0SKQT是一

个转录激活因子! 含有 " 个很强的转录激活域!

并较全面地描述了其活性和具体测定方法- 发现

了孤雌受体家族蛋白 =̂VVW 能够激活 >PR, 的表达

并维持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 建立了较完整的小

鼠和人胚胎干细胞多能性研究体系- 率先在国内

建立细胞重编程 %J8<' 技术平台! 并在筛选方法

上采用了普遍应用性强的直接非抗性筛选体系!

具有创新性 %:UXX@Û! "##&'- 在国际上首次发

现研究重编程机理的绝佳模型&&&小鼠脑膜细胞!

成功利用其获得嵌合体鼠 %e5:! "##%'- 成功诱

导成西藏猪的J8<细胞 %即 ]J8<'! 其形态类似于

人类或猴类的胚胎干细胞 %e5:! "##$') 该项成

果使我国在干细胞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已经成为

科技部和相关部门重点支持的干细胞与再生生物

学的研究基地之一)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项目名称. 广东省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及

农产品安全研究

承担单位.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中山大学

获奖情况.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该项目来源于环保部* 国土资源部* "$&'#

子项目等! 率先系统开展了区域性土壤环境质量

的探查研究! 并首次将有机污染物列入土壤污染

评价指标- 提出了我国酸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

订值- 构建了矿区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新模式-

率先实现了区域性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化-

构建了华南湿热区多金属硫化物矿山清洁生产技

术体系) 该项目发表论文 (*( 篇! 论文被引用近

%## 次! 制定省级技术标准 " 项! 获得发明专利 ,

项! 推动了土壤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发展! 为广

东省农产品安全生产与土壤污染治理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 项目研究人员还向全国人大和广

东省人大提了 , 项提案!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极大地提高了本省在国内外土壤环境质量及农产

品安全领域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项目成果被人民

日报* 中国新闻社等主流媒体报道)

项目名称. $中国植物志( 的编研

承担单位.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

获奖情况.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作为并列获奖单位之

一! 主编承担了 $中国植物志( '( 卷 %册' 的编

撰! 主编和参与编著的有 ', 卷 %册'! 分别占全

部总卷 %册' 数的 ",-+.和 "&-#.) $中国植物

志( 的编研是一项百科全书式的系统工程! 历经

, 代植物分类学家 ,( 年 %($(%&($*$' 的准备*

,* 年 %($*$&"##,' 的编研! 由 '(" 位作者 %其

中科学院院士 (# 位' 和 (+, 位绘图人员通力协作

完成! 于 "##, 年全部出版) 在编研过程中! 采集

和查阅植物标本 ( &## 余万份! 发表新属及新属名

称 ",' 个! 发表新种及新种名称 (, '(" 个! 提出

了新的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分类系统! 对属* 种

划分和系统排列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国植物志( 是世界上已出版的规模最大

和内容最丰富的植物志书! 全书 * ### 多万字! 总

计 %# 卷 ("+ 册! 记载中国维管束植物 '#( 科*

' ,#%属* '( (," 种! 包括 $ #%# 幅图版! 详细总

结* 记录* 澄清了中国所有已知植物的科学名称*

研究历史* 形态特征* 地理分布* 物种生境* 物

候期和经济用途等) $中国植物志( 是中国半个

世纪以来植物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是中国植物

学研究领域一项开拓性* 创新性* 系统性* 基础

性工程! 它的完成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生物多样性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科技交流活动,

第 "( 届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学术

大会暨第 (" 届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家学术大会广州卫星会议!该会议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举行!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承办) 来自美国* 我国香港以及内地

同领域专家学者共 "*#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

基因组与传染病防治* 基因组修饰与疾病治疗*

靶向治疗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为广大学者

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的机会! 为加速

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提高该

领域的水平* 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

第 " 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论坛!该

论坛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 由科

技部基础研究司*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局* 广东省科技厅* 广州市科技局* 中国细胞

生物学学会主办!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承办) 来自美国* 韩国* 中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 "*, 位知名干细胞领域的学者参加了论坛)

论坛围绕干细胞重编程研究* 干细胞的化学生物

学研究* 胚胎与成体干细胞的应用研究* 干细胞

与药物研发* 发育与模式动物研究* 干细胞产业

化及其政策法规等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 广东低碳经济高峰论坛!该论坛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主办) 该论坛得

到了国家发改委气候司* 广东省发改委及英国驻

华使馆的支持和中山大学的协助) 来自粤港澳三

地的政府代表* 工商界代表! 以及国内外的 '##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羊城! 从产业发展* 城建和交

通等领域为珠三角地区的低碳发展出谋划策! 总

结和提炼了珠三角的最佳政策及企业行动案例!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就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贸易* 全球供应链* 粤

港合作等方向为广东省乃至泛珠三角地区企业梳

理了低碳发展的机遇与行动方案! 推动了国内及

国际的低碳政策和低碳企业行动)

中国土壤学会第 (( 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暨土

壤资源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安全学术研讨会!该

研讨会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 由

中国土壤学会主办! 广东省土壤学会* 广东省生

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

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广东省土壤

肥料总站承办! 广东省环境科学与技术公共实验

室* 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等 % 家

单位协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领导以

及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的科研* 生产* 教学等单

位的代表 ,'# 人与会) 会前编印了论文集 ( 册!

共收集论文 &* 篇! ,%-& 万字)

第 " 届国际木兰科植物学术讨论会!该研讨

会于 "##$ 年 * 月 *&% 日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召开! 由该园*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53:4'*

国际木兰协会 %6<4'* 广东省植物学会及广东省

植物学会木兰分会主办! 深圳仙湖植物园* 神州

木兰园培植中心等单位协办)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吴征镒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科学

院院士* 密苏里植物园主任8URUV@ScUK 博士为该

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

自 ($ 个国家* 地区共 (*( 人! 几乎包括所有全球

著名的木兰科专家) 会议期间! 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和53:4* 6<4签署协议在该园成立 "世界

木兰中心#! 目的是更好地开展全世界木兰科植物

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研究! 通过与亚洲* 美洲和

大洋洲的植物园* 农场* 苗圃进行种苗交换! 开

展引种栽培试验和迁地保育研究! 收集保存世界

木兰科的所有种质资源)

第 "' 届0Ui8\[RQXQTĴR国际学术研讨会. 热

带生态系统碳循环!该研讨会于 (( 月 (&&"# 日

在广州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0Ui

8\[RQXQTĴR9VL R̂和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

来自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 *#% 位植物学专家与会) 专家

们就热带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全球变化等问题展开

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还参观了华南植物园! 对鼎

湖山国家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进行实地考察)

专家们对定位研究站的定位监测)观测及长期实验

给予了高度赞赏! 还就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进行了

交流! 这为开展热带生态系统碳循环国际合作研

究奠定了基础! 并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乃至我国在全球变化生态学研究领域中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 * 届南海海洋环境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

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 由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主办) 来自美国*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挪威等 (# 个国家和中国内

地* 港* 台的 (+ 家单位的 ((+ 位专家* 学者与

会) 会议对南海海洋学和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充分交流! 对南海海洋环境观测技术* 南

海与台风季风关系* 南海模拟预报等内容进行了

探讨! 并对印度洋协同观测* 海洋观测高技术*

中英气候海洋合作和中挪建立海洋科学联合机构

等议题进行了双边或多边会谈) 会议加强了中国

海洋混合方面的研究! 增强了青年学者在先进仪

器* 观测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方面的知识! 促进了

国内外海洋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

热带)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跨国界保护研究

及管理研修班!该研修班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举行! 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的

商务部援外项目) 来自马来西亚* 泰国* 缅甸*

越南*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马达加斯加* 墨

西哥* 哥伦比亚* 秘鲁等 (# 个国家的 (% 位负责

生物多样性保护* 林业等方面的官员和科研人员

到会进行了培训与交流)

华南植物园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 '# 名高水平

的专家学者为学员上课! 授课内容广泛! 涵盖了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中国热带雨林保护状况与措

施* 植物分类学基础知识* 中国保护植物驯化回

归* 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和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等方面内容) 研修班对于促进我国与美洲* 非洲*

亚洲国家在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等科技领域的友

好合作与共同发展! 体现我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发

展中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深切关注! 进一步增

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环境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具有积极意义)

+突出人物选介,

马隆龙!"##$ 年度丁颖奖获得者) 男! 工学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博士! 现任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中

国生物质工程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 兼任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理事* 中国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中

国能源研究会新能源专业委员会理事* 广州市专

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 "十一五# 科技支

撑重点项目 "农林生物质工程# 专家组成员! 享

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年起始! 马

隆龙一直从事生物质能* 工业节能的基础研究和

技术开发工作! 主持了多项国家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科技攻关和 "%+'# 项目! 在生物质能

源领域的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并在技术

推广中创造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马隆龙参

与的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项! 其他省部级奖励 '

项- 近 * 年共发表论文近 +( 篇! 专著 * 部! 申请

专利 "" 项)

李芳柏!"##$ 年入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 国家级人才) 男! 研究员! 环境化学专业博

士! 博士生导师! 现任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

究所副所长! 兼任广东省土壤学会副理事长! 中

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 土壤化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 李芳柏共发表 <:4收录论文 %#

篇! 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 篇! 通讯作者论文 '"

篇- =4收录论文 '' 篇- 所有论文 <:4他引次数为

$#&次! 单篇他引次数最高为 "#* 次! \ HJKgUM指

数为 ('- 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 项! 申请国际发明

与实用新型专利各 ( 项! 共获得发明专利 (# 项)

李芳柏先后获第 (# 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第 $ 届广

东省丁颖科技奖! 参与的 " 项成果获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张!军'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直属农

业科研事业单位) "##$ 年! 该院设水稻* 蔬菜*

作物* 植物保护* 果树* 科技情报* 畜牧* 兽医*

蚕业与农产品加工* 生物技术* 土壤肥料* 花卉*

茶叶共 (' 个研究所) 截至 "##$ 年年底! 全院建

有野生稻* 甘薯* 香蕉* 荔枝国家种质资源圃 ,

个! 桑树和茶树国家种质资源华南分圃各 ( 个!

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 ' 个! 广东省公共实验室 '

个* 重点实验室 (" 个! 农业部部属中心 " 个* 分

中心 ' 个! 农业部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 个)

该院收集保存国内外种质资源 ' 万多份! 拥有华

南地区最大的农业生物种质基因库) "##$ 年 ((

月! 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的中国农业科技华

南创新中心大楼竣工! 并通过验收投入使用! 这

是该院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项目)

"##$ 年! 全院有 ' 人入选广东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有 "' 人获岗位专家! 占全

省岗位总数的 ,'-'.! 其中首席专家占全省的

+#.! 凸显了该院在全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中的主力军地位) 蒋宗勇院长荣获第 , 届 "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称号! 是全省唯一获此荣誉

的专家- ( 人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

该院畜牧所* 蚕业与农产品加工所* 水稻所获得

"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称号! 水稻所

还被评为 "广东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 全

院有 ' 人荣获 "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带头人# 称

号! " 人获得 "广东省农业科技推广标兵# 称号)

科技部授予该院 "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

体# 称号! 有两位专家获得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 称号)

"##$ 年! 全院在职职工 ( #'' 人! 其中! 高

级职称专家 ''# 人! 博士 ("# 人! 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在职专家 "# 人! 有 ' 位专家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全年引进各类

人才 (*' 人 %博士 ,# 人* 硕士 (## 人'! 其中有

从美国埃默里大学* 康奈尔大学和香港大学等引

进的博士) "##$ 年! 该院启动新一轮学科建设!

确定全院设置 ((( 个学科! 一级学科带头人 ("

名! 二级学科带头人 *, 名) "##$ 年! 该院与华中

农业大学签订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 有

"' 名专家被遴选为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

教师)

+科技项目与科技创新, !"##$ 年! 全院在研科

技项目 &,( 项) 主持申报科技项目 &+" 项! 有 *,'

项获得立项支持! 比上年增加 ('( 项! 其中国家

级项目 (,( 项! 比上年增加 (+ 项) "##$ 年! 该院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获得 &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支持! 为

历年之最- 在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 国家支撑计

划农业领域项目*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上

均取得突破) "##$ 年! 全院新增项目经费 "-"" 亿

元! 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 (-#, 亿元! 国家转基因

重大专项经费近 ' ### 万元) "##$ 年! 全院获各

级政府科技奖励 (% 项! 其中! 该院参与完成的项

目 "南方红壤区旱地的肥力演变* 调控技术及产

品应用# 获 "##$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

院主持完成的 "蝴蝶兰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获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这是广东花卉行业第一个重大成果)

"##$ 年! 全院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 个! 获得

授权专利 "# 项!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 项! 获授

权计算机软件版权 ' 项) 获得国家审定品种 * 个!

其中水稻 , 个* 甘薯 ( 个- 获得广东省审定品种

,+ 个! 占全省 "##$ 年审定品种的 ,#.) 由该院

培育的 "粤晶丝苗 " 号# 和 "齐粒丝苗# 成为广

东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常规稻品种- 由该院培育

的 "天优 $$%# 和 "博优 $$%# 成为广东种植面

积最大的两个杂交稻组合! 其中! "天优 $$%# 连

续 , 年位居全省第 (! 充分显示该院在水稻育种方

面的强劲实力和对全省粮食生产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外! 该院育成的优质水稻品种 "黄华占# 在湖

北* 湖南* 广西* 江西等邻近省大面积推广- 该

院培育的优质黄羽肉鸡 "岭南黄鸡# 在南方诸省

广泛推广! 是全国推广数量最多的黄羽肉鸡品种!

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

"##$年! 全院编著 %含参编' 公开发行的科

技著作 '' 部! 发表科技论文 &## 多篇! 其中! 被

<:4* =4等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和在国家级

学报* 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 "*# 多篇) 由

该院承担制定的 * 项农业行业标准通过了国家农

业行业标准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并颁布实施! 有 ,

项无公害食品标准通过农业部审定)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年! 该院申报的

"广东省园林花卉种质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植物有害生物研究中心# "广东省植物医

院连锁店# 建设项目获立项支持) 该院承担建设

的广东省果蔬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被单列为广

东省热带亚热带果树研究重点实验室与广东省蔬

菜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功能得到进一

步拓展和完善) 该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签

订协议! 共建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南科研基地) 华南农作物种质资源利用* 动物

营养与饲料* 功能食品等 ' 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

验室* 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南方花生育种分中

心* 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

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实验大楼建设等一批已立项的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也正在抓紧进行) 此外!

该院还进一步加强院图书馆农业科技数字资料建

设工作)

+科技服务,

实施重要 "三农# 工作!积极开展广东省农

产品生产与加工专业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其中! 果树专业镇服务平台建设成绩突出! 德庆

县马圩镇贡柑专业镇* 廉江市良垌镇荔枝专业镇*

连平县上坪镇蜜桃专业镇等多个专业镇取得了超

过 ' 亿元的社会经济效益) 积极参与省粮食高产

创建活动! 省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所采用的品种

$#.是该院培育的! 全省区域示范中心示范的品

种中! 该院育成的品种占 +#.) 认真开展科技推

广服务与 "科技进步活动月# 工作! 组织* 参与

组织和协助省科技厅* 省农业厅等部门举办大型

科技推广活动达 (' 场! 推广范围涵盖了广东省东

西两翼* 粤北山区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共 % 个地市)

坚持开办农科网络大讲堂! 服务全省 "( 个地市

' ###多个自然村) 加强产学研科技特派员管理工

作! 该院已有 ,* 位科技人员网上登记注册特派

员! 其中 "+ 人与企业成功对接! 在支持企业发展

和创新工作中已取得初步成效)

"##$ 年 ' 月! 针对全球甲型 /(0( 流感蔓延

的情况! 该院反应迅速! 向广东省政府* 农业部

报告相关方面的研究情况! 并提出加强防控的意

见和建议! 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表彰) 此外! 该院

还组织专家编辑 $猪流感* 禽流感* 人流感防控

科普手册(! 印发 (# ### 份- 组织 (, 名专家分赴

茂名* 怀集* 龙川等地举办了 "# 多场培训讲座)

推广良种良法!由该院选育的 '( 个品种和研

制的 (# 项技术被列入 "##$ 年广东省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 分别占全省总数的 ,*.和 ,'.)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据统计! "##$ 年! 该院共有 ('( 个水稻品种 %组

合' 在广东推广应用! 种植面积为 (#*-,, 万公

顷! 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 *#-%".)

"##$ 年! 该院共向社会直接推广 "岭南黄

鸡# 父母代种鸡超过 *## 万套! 商品代鸡苗 % ###

万只! 带动养殖户近 * 万户! 社会出栏商品肉鸡

近 + 亿只- 推广 "农科# 牌种猪和商品猪 ( 万多

头! 出栏肉猪 "### 万头- 推广安全环保新型畜

禽* 水产饲料添加剂* 预混料近 (-( 万吨)

该院研究的水稻 "三控# 施肥技术入选

""##$ 年广东省粮油高产创建活动重点技术和超

级稻示范配套技术#! 据广东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

站不完全统计! 全年该项技术全省应用面积已达

(+-+& 万公顷以上) 该院研究的超级稻品种配套

技术在广东省 + 个国家级超级稻示范县以及 (" 个

省级超级稻县 %市' 共 (% 个县 %市' 实施! 辐

射推广应用面积约 ('-'' 万多公顷! 按每亩增产

稻谷 "# 多公斤计算! 共增产稻谷 , ### 多万公斤)

水稻抛秧技术在全省应用面积超过 (''-'' 万公

顷! 创社会经济效益约 (# 亿元)

该院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或观摩交流会* 果

园现场指导等形式! 积极推广应用集成的荔枝标

准化生产技术* 龙眼优质高效生产技术* 沙糖橘

安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等) "##$ 年! 该院继续在

德庆全县 % ### 多公顷贡柑果园推广炭疽病防控新

技术! 使炭疽病发病率全面控制在 (#.以下! 贡

柑增产 '#.以上)

创新服务 "三农# 模式!"##$ 年! 该院编印

并免费赠送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 科技

成果与论文汇编( 和 $农科致富宝典(! 每项成

果或技术的介绍中都附有该院专家的名字及通讯

地址) 开展现代农业产业经济* 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等跟踪研究! 于 "##$ 年上半年完成 $"##%

年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创新院地合作模式! 与怀集* 惠州* 茂名*

阳春* 龙川等地方政府合作! 共建农业科研示范

基地! 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在广东全

省建立植物* 动物医院! 构建远程视频网络技术

系统! 建立动植物疫病远程诊治中心! 开展动植

物疫病远程诊治) 至 "##$ 年年底! 已在全省东西

两翼及粤北山区建立动植物医院远程诊疗中心 ,#

多个! 远程诊治疑难病症 +## 多例! 大大地降低

疫病造成的损失)

该院利用现有农产品加工公共实验室* 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先进设备! 与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各

种类型的合作! 为广西黑五类集团* 惠州东进农

牧公司* 广东天农食品等多家企业提供检测和产

品功效评价等技术服务)

"##$ 年 (" 月 "% 日! 由该院牵头发起的广东

省水果行业协会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正式成立!

协会由全省水果行业科研* 教学* 营销* 加工*

出口贸易等领域 $+ 家会员单位组成! 该院为首届

会长单位) 协会的服务宗旨是 "规范行业! 服务

果农和合作社! 发展企业#)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 年! 该院获得 "#

项国际合作项目的立项! 新签署了 $ 份国际科技

合作协议) 首次参与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美国

盖茨基金会资助的 "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

培育绿色超级稻# 国际合作项目! 与东南亚 %越

南'* 非洲* 中美洲的合作也取得显著进展)

在合作平台建设方面! 国际热带水果组织

%9IKUR' 在该院设立东亚办事处! 这是在该院设

立的首个国际科技组织分支机构! 是该院转变国

际科技合作方式* 创新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 该

院与广东省外国专家局联合建设的广东省引进国

外农业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成为该院国际科

技合作成果展示和推广的重要平台)

在学术交流方面! 全年共有 ', 人次赴 (" 个

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 来院进行学术

交流* 合作研究* 访问的外国专家和官员达 '+&

人次) "##$ 年! 该院成功承办第 " 届国际香蕉学

术研讨会* 广东&东盟农业科技合作与发展研讨

会和E8=:成员国生物质能源研讨会等 ' 个大型

国际学术会议! 来自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

学者* 教授和官员共 '##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重点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 蝴蝶兰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与开发

承担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等

获奖情况.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该项成果研究历时 "# 年! 建立了内地第一个

蝴蝶兰资源圃! 保存种质最多! 达 ,"( 份! 系统

鉴评农艺性状和染色体倍性) 首次阐明温度影响

蝴蝶兰杂交结实的机理! 构建蝴蝶兰的杂交育种

体系! 选育出新品种 (+ 个* 新品系 (" 个! 其中!

审定品种 & 个* 国际登录 $ 个! 打破品种长期依

赖进口的局面) 率先突破蝴蝶兰的组培快繁技术!

制定种苗工厂化生产流程) 探明蝴蝶兰的营养生

理和成花机理! 建立产业化技术体系! 实现了国

产化) 发表论文 ,$ 篇* 著作 ( 部! 其中 <:4* =4

和国家级学报论文 $ 篇! 论文他引频次 "(' 次)

开发出种苗新产品 "## 多个* 开花新产品 ((*

个! 生产种苗 & (%' 万株* 开花株 ( ''# 万株! 分

别约占全国同期的 "*.和 (&.! 占全省的 +#.和

*'.! 带动全国蝴蝶兰产业的发展! 近 ' 年实现

经济效益 ,-$ 亿元! 累计实现经济效益 (#-" 亿

元! 社会经济效益 ", 亿元) 产品出口日本* 韩国

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创汇 " %"$ 万美元)

该成果技术难度大! 研究系统! 创新性强!

技术先进实用! 达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名称. 辣椒杂种优势机理和育种方法研

究与应用

承担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获奖情况.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该项目属辣椒杂种优势利用的应用基础和品

种开发研究! 取得如下成果.

(B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作物杂种优势机理的遗

传振动合成学说! 发现辣椒杂种一代某些基因的

一级结构和其双亲存在着差异)

"B概括* 总结出蔬菜育种的三向选择策略!

在国内首次发现辣椒种间I" 世代一些性状的分离

中出现超亲分离的现象! 一些性状的分布具有极

显著的偏畸! 根据基因型值! 在国内首次将包含

我国辣椒骨干亲本在内的 '( 个辣椒自交系划分成

* 个亲本类群! 使亲本类群划分与辣椒植物学分

类和育种实践相一致! 整理并编撰最新的辣椒基

因名录! 入编学术著作 $中国辣椒( 的第六章)

'B利用蔬菜育种的三向选择策略创新出各类

辣椒亲本自交系 (" 个* 大果型雄性不育系 ( 个*

果实特长的辣椒资源 ( 个- 利用创新自交系育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早中熟辣椒新品系 , 个! 其

中福康 ( 号辣椒* 福康 " 号辣椒和粤椒 $# 辣椒已

在省内外示范* 推广! 并通过广东省品种审定!

累计推广面积达 ,-+* 万公顷! 总产值 ("-,* 亿

元! 增收节支合计增加经济效益 (-,+ 亿元) 在

$/QVR<PJUKPU( $园艺学报( $热带作物学报( 等

国内外学术期刊* 国际学术会议等发表论文 ",

篇! 其中 ( 篇被 <:4收录! 全部论文被正面引用

(+' 次)

该项目研究成果将丰富和发展作物杂种优势

自交系的选育理论! 有助于辣椒亲本自交系的选

育和特异资源的创新! 有益于辣椒杂种优势育种

实践)

项目名称. 华南光温敏核不育系 37H(< 的

选育技术及其应用

承担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茂高科种业有

限公司等

获奖情况.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该项目根据华南稻区的光温生态条件和生产

实际! 确立选育适合本稻区安全制种应用不育系

光温临界指标! 提出一套 "广州本地进行不育性

鉴定&三亚)高寒山区可繁性鉴定&从化吕田抗性

鉴定# 穿梭育种方法! 最终培育出 , 个综合性状

良好的不育系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其中! 37H(<

已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以 37H(< 为核心技

术的 "一种超级杂交稻的育种方法# 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37H(< 的突出特点有 * 个) (B在 ("-* 小时

光照条件下! 雄性不育起点温度为 "'j左右! 在

华南稻区制种安全可靠) "B米质较好) 粒型长宽

比达到 ' 以上! 心腹白少! 软胶稠度) 'B繁殖制

种产量高) 柱头性状及开花习性好! 对 "九

二
&

# 敏感! 种子生产成本低! 制种产量高- 在

短日低温或冷水串灌条件下! 繁种产量高) ,B抗

病性好) 高抗稻瘟病! 中抗白叶枯病) *B配合力

强) 利用该不育系育成粤杂 ("" 等 , 个高产或超

高产杂交稻新组合! 分别通过广东和海南省的品

种审定及广西区认定) 其中! 粤杂 ("" 和粤杂 %%$

是国内至今仅有的 " 个百亩连片试种日产量达到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公斤)公顷超级稻指标的杂交稻新组合) 利用

37H(<培育成的粤杂系列高产组合在广东* 海南

已推广 (*-, 万多公顷! 增产稻谷 (-(* 亿公斤!

增加产值 "-#% 亿元! 生产种子 ',# 万公斤! 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 " ,## 多万元)

37H(<的育成打破了广东省长期以来完全依

靠引进外省两系不育系的被动局面! 改变了以往

培矮 +,<系列两系杂交稻组合制种产量低* 种子

价格高的状况)

项目名称. 岭南特色水果原汁及其系列饮料

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承担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

获奖情况.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该项目以建立岭南特色水果果汁深加工技术

体系为目标! 围绕从水果主要营养成分及果汁加

工适用型品种筛选到深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这一

主线! 开展荔枝* 龙眼* 番石榴* 黄皮* 三华李

和火龙果等水果资源收集* 营养成分和加工特性

分析以及果汁加工关键技术与产品开发研究) 取

得如下成果. (B建立荔枝* 龙眼等岭南特色水果

主要品种的营养成分及加工特性数据库! 提出其

果汁加工品质标准! 初步筛选出适宜果汁加工的

荔枝品种 + 个* 龙眼品种 * 个* 番石榴品种 ( 个-

"B通过分析荔枝* 龙眼等岭南特色水果汁加工过

程引起褐变的内源因子变化规律与作用机制! 建立

其钝酶及控制褐变的关键工艺技术- 'B建立有效

保持岭南特色水果原汁营养和香气物质的钝酶* 澄

清* 脱气等加工关键工艺技术! 优化获得能保留原

果风味和营养的超高温瞬时灭菌工艺! 并采用高压

脉冲电场技术对荔枝汁进行杀菌! 明确其作用机理

及对品质的影响并确定最佳的工艺条件- ,B研制

和开发出岭南特色果汁和复合饮料新产品 + 种! 建

立4<>"###全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率先建立岭南

特色水果原汁/82:指纹图谱和裂解指纹图谱! 明

确其特征组分! 填补岭南果汁鉴伪技术空白- *B

申请发明专利 +项! 其中获得授权 " 项! 发表学术

论文 "*篇) 果汁加工技术已在 % 家企业应用! 项

目实施期间企业实现经济效益 '-*+亿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谢春生'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 年是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化解金融危

机* 把握科学发展的关键年! 也是该院属地化管

理的 (# 周年) 在这一年里! 依托广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组建的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获得省编委会

审议批准! 周克崧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

院经济总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在推行目标管理*

促进科学发展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科技项目及成果, !"##$ 年! 该院新立项科技

计划项目 &" 项! 科研经费实际到款 , **,-*" 万

元) 全年共有 "" 项科技项目通过各级科技主管部

门组织的鉴定和验收! 有 (, 个科技成果获奖! 其

中! "热喷涂替代电镀硬铬在包装印刷机械核心部

件的应用# 获 "##%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双频脉冲双立环高梯度磁选机# 获广东省

优秀专利奖! "矽卡岩锡矿床伴生低品位难选多金

属分离技术与应用# 和 "白钨矿成套工程化选矿

新技术和新药剂# 均获 "##$ 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全年申请专利 ', 件! 其中发明专利 "$ 件!

专利申请量比 "##% 年增加 ,#.- 制定和修订标准

+ 项! 其中国家标准 ' 项* 行业标准 ( 项* 企业标

准 " 项-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 篇)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 年! 广州有色金属

研究院高度重视创新团队建设! 积极推行产业优

化调整! 继续加强现有公共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科研基地* 国家工程中心* 行业工程中心* 材料

检测与评价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滚动建设)

以重大平台和重大专项为重点! 该院坚持纵向课

题和横向课题两手抓! 围绕国家和广东省大力开

展自主创新的战略! 在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国家稀有金属分离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获

得科技部的立项! 国家矿物及再生金属材料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获得批准立项建设- 广东省稀土开

发及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粉体材料及精密零

件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获得省科技厅及广

州市科技局的立项支持) 此外! 该院牢牢把握广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东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

大机遇! 以该院为基础组建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

院的方案获得省编委会审议批准! 这标志着该院

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 成为全省工业领域的主体

科研机构)

+产学研合作, !"##$ 年! 该院加强与地方科技

部门* 企业的联动) 与佛山* 肇庆* 清远* 韶关

等市科技局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框架! 旨在推

动地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搭建广东省金属材

料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清

远分析测试中心* 铝型材加工及设备企业重点实

验室! 作为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技术创新的研

发平台和技术交流平台- 积极参与组建梅州市铜

产业创新联盟* 液压机械装备产学研创新联盟和

清远市再生金属产业创新联盟! 牵头筹备组建广

东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学研创新联盟! 积极地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问

题! 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人才建设, !"##$ 年! 该院继续加大人才引进

和培养工作力度) 启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招收

了博士后研究人员! 招聘引进了博士 (' 名* 硕士

(, 名) 与中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 进一步

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 并拟与上述两所大学合作

成立研究生院) "##$ 年! 该院在读的联合培养的

研究生 ,% 名)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王!俐'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服务业是在研究开发链和科技产业链中

不可缺少的服务性机构和服务性活动的总和) 广

东省科技厅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业发展! 及时布局!

将科技服务业培育工程列入了 "##$ 年省 "十大科

技创新工程# 之一) "##$ 年是实施科技服务业培

育工程的首年!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共安排 '+

个项目! 支持经费达 ( ### 万元) "##$ 年! 广东

省着重做好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及顶层设计! 开

展全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调研! 编制科技服务

业促进实施方案! 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促进行动!

成立科技创新服务联盟! 推动深圳科技企业柜台

交易市场顺利挂牌! 为本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也

为未来科技服务业坚实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年! 全省科技服务机构接近 " 万家! 服务收入超

过 &## 亿元)

"##$ 年 (# 月! 广东省科技厅在原科技成果与

技术市场处基础上正式成立科技服务与管理处!

增加了对全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制订和行

业协调管理的核心内容! 明确了省科技厅对全省

科技服务业行业管理的清晰定位)

技术转移促进行动

"##$ 年! 省科技厅实施 "广东省技术转移促

进行动#! 目的是扶持一批优质技术转移机构发展

壮大! 提高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 促进创

新体系的形成! 提高本省自主创新能力)

+广东省技术转移行动促进方案, !为整合珠三

角地区优势科技资源! 建立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公

共服务平台! 建立规范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 年! 省科技厅组织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单位

赴广州* 深圳* 佛山等地市的近 "# 多个单位进行

实地调研)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 在有关专家学者

的共同努力下! 顺利起草完成了 $广东省技术转

移行动促进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 明确了实施 "广东省技术转移促进

行动# %以下简称 "行动#' 的指导思想是. 以营

造自主创新环境为重点! 完善技术转移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环境! 加速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与转移!

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 产业化和国际化) 行动

的基本原则是. 整体布局* 协调发展* 集成资源*

稳步推进* 扶持重点* 引导带动) 行动的目标是.

近 * 年内! 支持和建立 (# 个综合性* (# 个行业或

专业性* "# 个科研机构及高校技术转移基地等多

层次的国家级或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建立珠

三角技术转移联盟及若干行业或区域分联盟- 建

立 ( 个省级创新驿站骨干网络及 (# 个创新驿站节

点- 吸引 *## 名省外专家教授来粤开展技术创新

及技术转移促进活动- 培养 *## 名德才兼备* 专

业素质优良的技术转移人才- 推动一批国家级*

省级重大计划项目和行业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的

转移和扩散- 实现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每年以

"#.的速度递增到 "#(, 年的 *## 亿元) $方案(

还提出了该行动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科技服务联盟,

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为认真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和实施科技服务业培育工程! "##$ 年 $ 月!

由省科技厅牵头的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正式

成立)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主要高等院校* 科研院

所* 科技服务机构及企业等共 "+ 家单位! 其中 $

家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 家为国家级示范

生产力促进中心) 据统计! 联盟成员单位 "##% 年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共服务企业 + ### 多家! 促成技术及技术产权交易

额超百亿元)

广东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 年 (# 月!

在省科技厅支持下! 由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牵头联

合省内高校及科技服务机构等共同发起的广东工

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正式成立) 广东工业设计创

新服务联盟是省科技厅积极应对金融风暴* 实施

科技服务业培育工程的又一重要举措) 联盟宗旨

是推动工业设计为广东特色产业服务! 培育工业

设计人才! 提高工业设计水平! 促进广东省由产

品制造大省向产品创造大省迈进) 截至 "##$ 年年

底! 该联盟已发展首批联盟成员 (" 家! 组建了企

业产品创新设计师服务团! 已发展设计师 "# 余

名! 培育了广州极至设计有限公司等 , 家机构为

工业设计产业示范基地与服务中心)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严军华'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科技服务机构

全省科技服务机构实力显著增强! 截至 "##$

年年底! 省内共有 * 个生产力促进中心被科技部

认定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 (# 个技术转

移机构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广东省已初步形成了完善的技术转移市场和平台!

技术市场的活跃度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趋势)

截至 "##$ 年年底! 全省共有生产力促进中心

&% 家! 其中! 综合性中心 *' 家! 行业性中心 (*

家! 专业性中心 (# 家! 技术领域覆盖了日用电

器* 机械* 能源* 食品* 渔业* 陶瓷* 生物* 农

业* 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等主要行业) 全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从业人员合计 ( +(& 人! 其中! 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的 ( ,"$ 人! 占总数的 %%.- 具有中高

级职称的 $(# 人! 占总数的 *+.) 全省生产力促

进中心资产总额约 (#-$* 亿元! 其中流动资产约

"-% 亿元! 固定资产约 *-+ 亿元! 用于开展技术服

务等活动的技术装备有 & ,%( 台) 在服务规范和标

准化建设方面! 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制定服

务标准! 规范中心管理和各项服务工作! 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截至 "##$ 年年底! 已有

(* 家中心通过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服务

意识进一步加强! 服务流程进一步规范) 以上数

据表明! 广东省已初步建立了特色鲜明的生产力

促进中心体系! 形成了覆盖全省* 自上而下的协

作服务网络! 成为全省科技服务业的一支中坚

力量)

"##$ 年! 全社会共投入 % "(# 万元支持生产

力促进中心发展! 其中. 各级政府投入 & ,+# 万

元! 包括科技部投入 *'+ 万元! 占政府投入的

&-,.! 其他部委投入 ("# 万元! 占政府投入的

(-+.! 地方政府投入 + %#, 万元! 占政府投入的

$(.- 非政府组织投入 &*# 万元! 包括原依托单

位投入 &(* 万元! 社会其他方面投入 '* 万元)

"##$ 年! 全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共为 ", +,& 家

企业提供服务! 为企业增加销售额约 ((* 亿元!

增加利税 ("-& 亿多元! 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 *"(个) 特别是在信息* 技术* 人才* 培训及

咨询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年共

采集信息 "$ 万条! 为企业及社会各界提供信息服

务 "* 万条-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 $+# 项次! 导

入技术 ((* 项! 引进人才 " &+( 人! 为社会和企业

培训人员达 +$ #'+ 人次 %包括管理培训 "+ ##( 人

次! 技术培训 '' $(+ 人次! 其他培训 $ (($ 人

次'- 全年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及其他

咨询服务合计 (# ,'* 项次) 此外! 还联系科研机

构 ( *%% 家! 联系专家 * %(, 人! 与港澳台及国外

机构开展人员交流 " *,& 人次! 引进项目 "% 项!

引进资金 $%* 万元! 充分发挥了桥梁与纽带的作

用! 为提升本省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地方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严军华'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科技服务平台

+分析测试服务平台, !广东省中小企业在国际

金融危机冲击下! 急需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

变发展方式! 提升产品竞争力! 政府搭台服务显

得十分重要) "##$ 年! 省科技厅组织了由省测试

分析研究所牵头! 联合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五邑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等省内测试机构! 建立面向广

大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分析测试支撑体系! 提供

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服务) 尝试建立服务本地的地

方技术服务中心! 为当地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技术

服务和咨询! 解决企业在生产* 研发工作中遇到

的技术问题) 通过公共平台的搭建! 为本省中小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技术

支撑! 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

"##$年! 省测试分析研究所 %以下简称 "测

试所#' 共为社会提供近 " ### 个产品的技术服务!

其中有约 ,##项相关技术已成功转化为生产力! 有

效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

的冲击- 共抽检各类食品 " ### 多个批次! 对广州

市场上的消费品进行了质量监督- 受已建成的广东

大亚湾核电站* 在建的阳江核电站和台山核电站以

及正在筹建的粤东核电站的委托! 测试所对核电站

运行过程相关物质的排放进行监测! 对核电站建设

前期和建设期间的本底数据进行调查! 全年共为核

电部门采集样品 '#多批次! 提供了 ( ###多个监测

数据! 为本省核电事业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 "广东省化学危害应急检测技术实验

室# 的依托单位! 测试所建立了一套不明有机物

中毒快速鉴别检测的方法! "##$ 年 ' 月! 测试所

配合省农业厅对自 "##, 年起的始兴县蜜蜂离奇死

亡现象进行了反复研究和排查! 证实了蜜蜂死亡

的真正原因) % 月! 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测试

所积极配合! 为交警部门对酒后驾驶人员的处罚

提供了科学依据) (# 月! 广州某辐照装置出现机

械故障! 测试所启动应急检测预案! 在几个小时

内向有关部门出具了放射性物质泄漏检测结果!

与公安* 环保等部门紧密配合! 对险情进行了妥

善处理)

"##$ 年! 测试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与国

外制药行业专家联合成立了符合美国I7E规范且

采用 <>8程序的药物实验室) 该药物实验室严格

按照P368规范建立和运行! 有强大的分析技术

力量作为支撑! 可以充分发挥测试所分析专业技

术水平较高* 分析测试门类较为齐全* 分析测试

专业人才比较集中的优势! 对逐步了解国外制药

行业规范! 帮助国内制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产生

积极意义)

+技术成果转化平台, !截至 "##$ 年年底! 广东

省已有 (# 家机构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 这些优秀的技术转移机构在积极发展技

术市场! 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推进自主创新! 增强广东创新能力! 加快创新型

区域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 带动作用)

如深圳市南方国际技术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首创在企业设技术转移专员! 着重做好信息加

工与对接工作! 促进技术转移方面的可操作性

和务实性! 提高了科技资源的流动效率) 广东

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通过院地合作的方式!

入驻佛山火炬创新创业园! 成立中科院 %佛

山' 环境功能材料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依托研

究所的科学与技术积累! 针对佛山市对环保新

材料核心技术的需求! 重点推广环境毒害污染

治理新材料)

+工业设计服务平台, !"##$ 年! 省工业设计中

心实施工业设计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连

续 ' 年得到重点支持! 取得较好的成果) 广东工

业设计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与体系已初步建成! 开

发了 "南方设计网#! 网站于 (# 月正式发布与推

广! 为企业* 设计机构* 个人等提供信息服务*

互动交流的平台) 平台研究开发了灯饰产业设计

数据库! 已完成了用户研究* 用例分析以及信息

应用的交互界面设计! 完成了数据库系统开发!

整理收录有效信息 ( ### 多条) 建立设计协同网络

服务平台! 如基于 N=5的虚拟展厅* 基于 N=5

的协同设计子系统等! 方便设计师与企业在设计

时进行交流与对接) 已获得 " 个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证书)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严军华'

%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曾!莉'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技!术!市!场

"##$ 年!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使广东

省技术市场萎缩! 相反的是! 在严峻的出口形势

#%( 广东科技年鉴 %"#(# 年卷'



下! 本省中小企业更加专注于国内市场! 发掘国

内市场的潜力! 省内科技创新活动更加活跃! 广

东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继续稳居全国第 ' 位)

+技术合同登记,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额大幅

增长!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

合同单项金额远超 "##% 年) "##$ 年! 全省技术合

同成交额再创新高! 经省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登记

的技术合同共 (, ,$& 项! 合同成交金额达 ",&-$'

亿元! 较上年增长了 ',.) 其中! 技术开发 $ ('*

项! 成交金额 ("$-+% 亿元- 技术转让 ( ,+" 项!

成交金额 (#%-#& 亿元- 技术咨询 ( "($ 项! 成交

金额 ,-"+ 亿元- 技术服务 " +%( 项! 成交金额

*-$" 亿元 %见图 , H+ H, H(* 图 , H+ H, H"')

图 * "' "* "!$全省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及成交合同金额 %%&&,!%&&('

图 * "' "* "%$部分省市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及成交合同金额 %%&&('

+交易市场, !"##$ 年! 华南国际技术产权交易

中心以及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在多年实

践探索的基础上! 设立了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包括私募融资在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内的综合金融服务! 为深交所创业板* 中小企业

板培育了更多上市资源) (# 月 $ 日! 全国首家区

域性非公开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在深圳揭牌!

首批 &" 家企业和技术项目挂牌)

+科技展会, !"##$ 年! 省科技厅积极组织省内

有关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及科技型企业参加第 ("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第 (( 届中国国

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第 * 届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 江西省技术人才项

目对接会* 首届中国昆明大院名校科技成果展示

交易会和第 (# 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多种形式

的科技成果展览会! 广泛地展示了广东省在节能

减排* 环境保护* 电子信息与现代通讯* 生物工

程与医药* 新材料与新能源等领域取得的先进技

术) 其中! 在首届中国昆明大院名校科技成果展

示交易会上!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

学与云南省有关单位共签订了 (( 项合作协议! 涉

及轻工* 食品* 有色金属冶炼等项目! 协议总金

额达 (*-#* 亿元! 充分展示了本省的综合研究

实力)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陈丽英'

科!技!评!估

+科技项目管理, !"##$ 年! 广东省科技评估中

心 %以下简称 "评估中心#' 组织完成了广东省

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 评审项目共 * "%$ 项! 邀

请专家 %"# 人次! 其中外省专家 $' 人次) 完成了

(%" 项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投标代理工

作! 邀请专家 ("* 人次) 完成了 "#(# 年度国家和

省级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的立项评估工作! 共受

理申报项目 "+% 项! 严格按照 $国家重点新产品

计划申报指南( $国家重点新产品评估指南( 的

要求执行! 按照项目技术领域分为 (' 个小组! 邀

请 +* 位专家以独立打分的方式! 对项目进行了评

价- 在综合了评估专家评估意见的基础上! 再对

所有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经初评择优报送科技部)

完成了本省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的组织工作!

包括建立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 组织

专家对企业申报的材料进行评价! 共评审项目

"&, 项) 完成了 "##$ 年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及项目评审! 共评审项目 "*$ 项! 通过组织专家

进行评价及讨论! 对项目分别提出了评价意见)

完成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评审! 经过合规性审查*

专家评审! 评审出自主创新产品两批次共 ( '((

个) 协助省科技厅进行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同时! 评估中心为部分地市科技管理部门提供项

目评审咨询服务! 累计各类评审共邀请专家 %$*

人次! 评估项目 ( %,# 项)

+理论研究与交流, !"##$ 年! 评估中心承担了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评价系统优化设计研究

与应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及后期跟踪评

价( 等多个课题的研究工作! 结合中心的工作实

践! 借鉴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在相关方面的经验!

提出了促进本省科技评估相关工作发展的建议)

评估中心紧跟科技形势的发展! 注重人才培

养和团队建设! 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 包括

与国家科技评估中心* 广西科技评估中心进行科

技评估经验交流和业务探讨) 派员参加科技部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 计划' 项目预

算编报方法培训* 招标师培训等! 通过科技评估

的理论与方法等主题的学习! 提升中心的科技评

估理论水平)

%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陈!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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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创新

"##$ 年! 广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工作在广东省

国防动员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 以军事斗

争准备需求为牵引! 坚持 "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 的基本方针! 推动了全省科技装备动

员工作有序开展)

"##$ 年也是广东省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工作的

开局之年! 广东省首个军民结合技术创新示范基

地的诞生! 省科技厅与国防科技工业科技成果推

广转化研究中心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揭开了军

民结合事业在粤发展的新篇章)

科技装备动员

"##$ 年! 广东省科技装备动员工作围绕提高

各种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出动能力! 着眼新形势下

国防动员工作的新任务* 新要求! 突出重点! 真

抓实干! 注重成效! 确保紧急情况下遂行动员各

项任务和圆满完成国家* 省赋予的任务! 不断积

累和提高本省科技动员的经验和水平)

+科技装备动员队伍建设, !"##$ 年! 省科技装

备动员办公室 %以下简称 "省科动办#' 着眼广

东面临的军事斗争和应急突发事件的形势和任务

要求! 充分利用和发挥高科技的支撑作用! 组建

了一支涵盖多个高技术领域* 能够应对现代信息

化条件下高技术战争和紧急状态下 %包括恐怖袭

击* 重大事故和重大自然灾害等' 的科技装备动

员应急保障队伍)

人员专业主要以信息处理* 核电* 计算机等

重要领域为主! 人员以各领域的技术骨干和领军

人物为主! 队伍专业涵盖相对齐全! 并具备相关

的设备设施)

+企业技术装备实力统计, !省科动办组织各地

市开展对本地区企业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实力统计!

重点是具有一定生产和经济规模* 有技术攻关和

研发实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高技术产品的

企业! 着重在工业领域的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生物技术等进行统计) 企业情况主要包括产值*

研发实力* 知识产权* 研发成果及应用* 产品优

势与特点* 企业潜力和生产能力等! 此举推动了

本省企业积极参与国防装备科研与生产)

+国防科技装备动员基地建设工作调研和方案论

证, !"##$ 年! 省科动办在国防科技装备动员基

地建设方案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在广州* 汕头*

湛江* 中山和韶关等地开展前期建设试点的各项

论证准备工作)

基地以军地双方科研单位* 军工企业和地方

优势特色企业等为基础共同组成) 科研单位必须

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 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并具备装备设计* 生产和制造能力! 一旦有紧急

任务需求! 经过简单的调整! 科研单位能够立即

开展设计! 企业能够迅速进行转产! 开展制造生

产) 同时! 基地要能组织完成相关的培训! 组织

军地两用技术攻关项目! 开展研发! 推动技术成

果转化) 基地由省* 市两级联合挂牌建设! 在前

期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经验! 整合资源! 壮

大基地规模! 加强联动! 形成合力)

+科技装备动员潜力数据库研发, !"##$ 年! 省

科动办组织研发了具备数据录入* 汇总* 统计*

查询和分析等功能的全省科技装备动员潜力数据

库系统! 安全系数高! 为本省科技装备动员工作

开展! 特别是潜力调研!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科技装备动员理论研讨, !"##$ 年! 省科动办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组织全省第 , 次科技装备动员业务培训和动员理

论研讨! 进一步充实* 完善了科技装备动员方案

和预案! 推进了科技装备动员体制机制的创新!

促进了建设水平的提升)

+军民两用科研攻关项目, !"##$ 年! 省科动办

组织了多项军地两用技术科研攻关项目! 这批项

目既有民转军技术项目! 也有军转民技术项目!

以及根据科技装备动员特点的动员体系建设) 科

研攻关项目进展顺利! 部分项目已经转入应用阶

段! 同时部分项目进入了环境实验和验收阶段!

取得较好的成效)

如海水淡化机项目为解决海边防驻防困难!

特别是海岛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提供了优质高效

的办法和手段- 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在军队通信设

备* 无人驾驶机等有关特种装备中得到较好的应

用- 内部装修有害物质净化器项目较好地解决了

人防工事及普通家庭内部装修后空气中有害物质

残留的问题! 展现了特殊的应用前景)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钟自然'

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工作

"##$ 年是广东省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工作的开

局之年)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国防科技工业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国防成果转

化中心#' 签订了全面合作的科技协议! 全面推

进广东省与国防科技工业的科技合作! 加速军民

两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

+基地建设及项目实施, !" 月 "& 日! 工业和信

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和广

州中船公司隆重举行广东省军民结合技术创新示

范基地签约和揭牌仪式! 建立了广东省第 ( 个军

民结合技术创新示范基地)

"##$ 年! 省科技厅组织实施了 "军民两用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航空航天关键技术# "船舶制

造关键技术# "核电设备研发及其产业化# 等一

批科技计划项目)

+交流合作活动, !(" 月 "' 日! 省科技厅与国防

成果转化中心签订了全面合作的科技协议! 全面

推进广东省与该中心的合作! 加速军民两用技术

产业化进程)

(( 月 "+ 日! 国防成果转化中心主任一行 + 人

考察了肇庆大旺开发区! 达成军工企业落户大旺

开发区的共识)

(" 月 "' 日! 国防成果转化中心与深圳市及华

南产权交易中心签订了共建全国第 ( 个军民成果

转化中心合作协议! 组织了 + 项国防科技成果在

华南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 月 (+ 日! 省科技厅与国防成果转化中心在

北京联合召开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广东省军民两

用科技成果信息交流座谈会! 组织珠海* 肇庆*

东莞松山湖* 江门* 佛山等珠江三角洲的高新区

以及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与国防科技工

业系统的十大工业集团* & 所高校和 " 所研究所

进行了交流对接! 对加强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广

东省的合作! 努力推动军民两用技术转移工作!

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双赢共

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 省科技厅还承担了工信部军民结合推

进司对广东省上百家民营单位参与国防建设的调

查工作! 组织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向国防成果转化

中心推荐了一批广东省的优势技术和产品)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处!龚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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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研究

２００９年对于广东省基础研究工作来说是不平凡
的一年，广东省基础研究工作在推动本省新兴战略

产业发展及培养领军人才方面作用突出。国家基金

委主任陈宜瑜指出：广东首创的联合基金经过４年
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它把广东的重大科学问题

提升到国家科学研究项目实施上，吸引了全国优秀

科学家与广东科研队伍开展基础研究，推动了广东

知识界、科技界和企业界形成更加浓厚的科研和创

新氛围，促进了广东高层次领军科技人才的培养与

成长，提升了广东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水平及

应对金融危机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了广东在若干

研究领域逐步形成特色和领先优势。这种全国首创

的联合基金模式已引起全国科技界强烈共鸣与密切

关注，充分体现了广东省在省部合作体制探索方面

的 “排头兵”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广东省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８月５—８日，２００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以下

简称 “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会暨管委会会议在

广州召开。国家基金委陈宜瑜主任、孙家广副主

任、何鸣鸿副主任等国家基金委领导及来自全国

各地的评审专家１００多人出席了该次评审会。
２００９年度，联合基金共受理了１８０个项目，其中

重点项目１５１个，面上项目２９个，８８个依托单位分布
在１４个省、市、自治区。合作申请的项目有１１９个，
其中，广东与省外单位合作的５１项，省内合作的２２
项，省外与广东省合作的４４项，省外合作的２项。

经过同行评议、答辩评审及联合基金管委会

审议，共批准立项２００９年度联合基金项目２８个，
资助金额为４７９０万元，其中，重点项目２７个，
资助强度均为１５０万元以上，面上项目１个。在
所有立项项目中，广东牵头的有２１项，占总批准
数的７５％，其中，广东牵头与外地合作的项目为
１２项，占广东获立项项目总数的５７１％；外地牵
头与广东合作的项目为６项，占外地获立项项目
总数的８５７％，总体情况与２００８年大体一致，充
分表明联合基金已进入平稳发展期。

表５－１－１－１　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情况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份
立项

总数（项）

由广东牵头的项目 由外地牵头的项目

立项数

（项）

占立项

总数（％）

与外地合作

项目数

（项）

占广东牵头

项目数

（％）

立项数

（项）

占立项

总数（％）

与广东合作

项目数

（项）

占外地牵头

项目数

（％）

２００６ ４１ ２８ ６８３ １２ ４２９ １３ ３１７ １０ ７６８

２００７ ３８ ２７ ７１１ １４ ５１９ １１ ２８９ ９ ８１８

２００８ ２８ ２２ ７８６ １４ ６３６ ６ ２１４ 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８ ２１ ７５０ １２ ５７１ ７ ２５０ ６ ８５７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彭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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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科技项目支持情况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
经费和数量上都继续稳定增长，总经费达３８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总项目数达１１１４项。其中，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０项，经费１８８０
万元；重点项目１４项，经费２５７１万元；面上项
目６８１项，经费２１６５９万元。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技人员作为国家 “９７３”

计划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项目１１项，超过本省前１１年所获国家 “９７３”
计划项目 （１０项）的总和，约占全国 （１１９项）
的１／１０，在全国排名从以前的１０名之后，跃升至
全国第３名，仅次于北京、上海。１１个项目共获
国家资助经费２６７亿元，相当于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５年多的投入总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由于历史上科技资源积累相对不足，过去１１年广
东省平均每年只有１位科技人员担纲 “９７３”计划
项目首席科学家，个别年份还被 “剃光头”，省

内其他不少科技人员多是在兄弟省市 “９７３”计
划首席科学家的 “统领”下承担子课题研究工

作。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增１１位 “９７３”计划项目
首席科学家，意味着本省科技人员实现了从 “配

角”到 “主角”的群体性大飞跃，涌现了一批跻

身 “国家队”的科技领军人物和在国际上具有影

响力的学术带头人。

２００９年，广东培养新增５名院士，创历史佳
绩。其中，科学院院士有中山大学许宁生、陈小

明，南方医科大学侯凡凡；工程院院士有华南农

业大学罗锡文、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周克崧。许

宁生、陈小明、侯凡凡都曾经是广东自然科学基

金研究团队的协调人。以陈小明教授为负责人的

“无机—有机杂化新材料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研究团队曾获得２００６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获得２００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团队发表影响因子７以上的论文１６篇，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３项，获国家自然科学
杰出青年基金３人，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１
人，２００８年获得国家创新群体资助。

表５－１－２－１　广东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项目数 （项） ８３５ ７９７ ７６１ １０３７ １１１４

经费 （万元） １５０９８ １９０５８ ２２７６２ ３６５４５ ３８２４２

全国排名 ５ ５ ５ ４ ５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彭向阳）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项目
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４８３１项；共资助博士启动
项目３２８项，自由申请项目４７１项，新增重点项
目４７项，团队项目２８项 （包括滚动支持）（见图

５－１－３－１、表５－１－３－１）。
２００９年，省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共发表论

文５２９０篇，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１８８％，其中被三大
索引收录２５７１篇；培养博士２９６１人、硕士４９９６

人，新增正高３５５人、副高７４１人；申请发明专
利５９７项，其中授权２６４项；争取其他省部级以
上项目７２１项，经费达３３亿元。
２００９年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中，３５岁

以下的占３４１５％，３６ ４５岁的占４５８０％，两
者共占７９９５％，比２００８年略有下降 （见图５－１－
３－２）。

２００９年，省自然科学基金完善了网上结题程
序，全面实现了从受理、评审、立项、年度综合

报告与结题的网络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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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３－１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类别比例图 （２００９）

表５－１－３－１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总体情况 （２００９）

计划类别 立项数 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研究团队 （包括滚动支持） ２８（新上１１个） ８３０ —

重点项目 ４７ ９７０ １９５８
自由申请 ４７１ ２３１０ １９６８
博士启动 ３２８ ９７８ １５２１

表５－１－３－２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立项分学科情况 （２００９）

学科

自由申请项目 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受理数

（项）

立项数

（项）

资助率

（％）
占总数

（％）
经费

（万元）

受理数

（项）

立项数

（项）

资助率

（％）
占总数

（％）
经费

（万元）

数理 ８３ １５ １８１ ３２ ６５ １２２ ２１ １７２ ６４ ５７

化学 １９４ ３２ １６５ ６８ １４０ １８２ ２９ １５９ ８８ ８７

生科 １３９２ ２８９ ２０８ ６１３ １２９９ ９５９ １５２ １５９ ４６３ ４５６

地球 １２９ ２１ １６３ ４５ １００ １３４ １９ １４２ ５８ ５７

材料 ２０８ ３５ １６８ ７４ １６５ ２５１ ３５ １３９ １０７ １０５

信息 ２４８ ４９ １９８ １０４ ２２７ ２６３ ３４ １２９ １０４ １０２

管理 １３９ ３０ ２１６ ６４ １３４ ２４６ ３８ １５５ １１６ １１４

合计 ２３９３ ４７１ １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１３０ ２１５７ ３２８ １５２ １０００ ９７８

图５－１－３－２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负责人年龄结构图 （２００９）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彭向阳）

９８１研究、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及时调整省科技计划预算编
制思路，统筹使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科技专项资金
约３４亿元，集中财力在２００９年重点启动支持一
批能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财政资金放大

带动投资作用、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的重大项目，

对资助项目编制滚动计划。社会各界对此反响热

烈，企业、高校、研究所纷纷组成产学研联合团

队踊跃申报，项目申请量突破９２００项。经竞争择
优，３２００余项自主创新水平高、带动经济发展能
力强的项目获立项支持，财政支持经费超过１２亿
元，预计可带动地方政府及企业投入经费１３１亿
元，成为落实 “三促进一保持”工作的重要

抓手。

重大科技专项

２００９年，“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共
性技术”和 “创新药物的筛选评价”省重大科技

专项共安排财政专项资金３亿元。重大专项带动
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入２６７３亿元，在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中首屈一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更加明显。大项目、大投入、大带动，为节能

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等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提

供了重要抓手。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　２００９年，“节能减排
与可再生能源”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支持２０个专
题共６２个项目。该专项自２００８年实施以来，已
累计节能 ３８９０万吨标准煤，减排 ＣＯＤ、ＳＯ２、
ＣＯ２分别达 ３８２万吨、７６３０吨、１００８７万吨，
节能减排效果相当明显，为推动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节能减排，顺利完成全省 “十一五”节能减

排约束性指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外，专项通过积极培育壮大新能源和环保

等新兴战略产业，打造引领广东省经济持续发展

的新引擎。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实现产值 ８６９
亿元、利税 １８８亿元、出口额 ２２７６７万美元，
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ＬＥＤ产
业被列为重点支持领域，２００９年共投入省重大科
技专项经费３０００万元，重点突破 ＬＥＤ模块化设
计和封装、高效散热器结构设计和制造技术等制

约本省ＬＥＤ照明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支持
“千里十万”ＬＥＤ路灯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相关
做法和成效得到了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也吸引了浙江省温州市相关领导等到

本省考察调研。

【产业共性技术】　２００９年，“产业共性技术”省
重大科技专项通过对广东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布的

科学分析，选择广东省有特色、有优势的支柱产

业，如轻工机械装备、电器制造、陶瓷、通信网

络等作为支持方向，共立项支持５９项，投入资金
１亿元，带动社会总投资超过１２亿元，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开工实际投入达到８３亿元，有力扩大
了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立项项目相互配合，关联性强，产业带动性

大，如轻工机械领域重点支持高效节能塑料成型

设备、高效节能塑料成型充填封口包装设备、智

能型高速节能ＰＥＴ瓶吹瓶关键技术等，加速了产
业链相关环节技术的融合对接，有力地提升了产

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创新药物的筛选评价】　２００９年，“创新药物的
筛选评价”省重大科技专项投入１亿元，支持华
南新药创制中心开展利用食蟹猴基因组构建灵长

类动物模型以及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建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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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药创制和技术服务平台、新药申报和知识

产权保护平台。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省、市、区３级累计投入
建设经费４亿元，极大推动了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的建设，并取得积极成效：１．中心获国家批准组
建 “华南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并获

科技部４０００万元资金支持，申报的 “华南新药

创制服务平台”已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

成功跻身国家生物医药重大创制平台行列，标志

着中心建设的重点任务取得重大突破；２．中心组
织并批准成立 “华南 （东莞）现代中药创制中

心”，作为中心协作网络的重要节点，进一步巩固

了省市在新药创制的联动性，强化了中心的服务

辐射作用，使新药创制网络更加健全。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袁海涛）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２００９年，在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工作方面，省科技厅根据招标联席会议精神，深

化粤港澳科技合作，实行 “成熟一批，启动一

批”的做法，加快招标工作的各项进程。经过充

分协调和准备，省科技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和地

市，与港方充分协商，确定了２００９年招标的重点
领域，其中，确定 “粤港产业技术平台与先进技

术应用”为２００９年粤港联合资助项目，两地联合

资助共性的产业基础平台，加强技术积累，打造

科学高效的产业链。全年广东省粤港招标共筹集

经费３４亿元，其中，省财政筹集 １７５００万元、
深圳市５５００万元、佛山市 ３０００万元、东莞市
５０００万元、珠海高新区３０００万元。

自２００４年开展粤港联合招标工作以来，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的省市政府共投入经费１７２９
亿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投入经费１５１９亿
港元，粤港双方合计共资助项目７９３个。这些项
目大都进展良好，已累计实现产值超３０００亿元，
实现利税１０００亿元；中标单位已申请专利１８０００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６０００多项，取得突破性技术
１０００多项。这些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对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占领技术制高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粤港联合招标项目直接吸引
高级人才近２０００名，培养各类人才６０００多名；
已引导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超２００亿元，政府引
导资金与企业资金投入比例达１∶６，有效实现了
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

安凯 （广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香港城市

大学合作开发的 “超大规模移动多媒体应用处理

器”粤港招标项目，使香港与内地实现了科技资

源的合作与共享，有效地攻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项目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２５１２万
元，净利润２２６万元，总税金１９２万元，利税总
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１６７％，远高于全省高
技术产业５７％的平均水平。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郭秀强）

１９１研究、开发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

　　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
技实力的主要标志，是检验各项科技计划执行情

况和科技工作的重要指标。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

与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是世

界竞争发展的需要。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共有２６项成果获国家科学
技术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２项、国家技术发
明奖１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２３项。有３位广
东科学家参与的 《中国植物志》编研项目，首次

荣获 “含金量”最高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实现了历史性重大突破。

２００９年，全省有符合科技成果登记条件的
５０４个项目进行科技成果登记，７３８１％的成果水
平达到国内领先以上；３７个项目被列入省科技成
果重点推广计划，所有项目完成后预计增加产值

达１亿元以上，产生经济效益４０００万元以上，创
税３０００万元以上，新增就业３０００人以上。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２００９年，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紧密围绕着省科
技厅 “十大创新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标与宗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和提高产业核心竞争

力的要求，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实施一批发展急需

的、具有良好放大示范效应的科技成果作为重点

推广项目，创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环境，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为广东省产业优化升级、建立现

代产业体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２００９年，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共受理申报１９０
项，其中立项３７项，安排经费７００万元。重点项
目类别安排了 “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技术示范与

推广”项目３项，“食品安全及卫生健康控制技术
示范及推广”项目１项，“农业新产品及新技术应
用推广”项目３项，共２６５万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技术示范与推广】　该项
目主要以省级科研院所研发的科技成果作为推广

对象，以研究院所与企业合作的模式推动成果转

化并实现产业化，最终实现节能减排与生态保护

等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例如 “环保型废旧轮胎提炼燃油”项目提出

了以废旧轮胎提炼燃油这一具有最高附加值的废

旧轮胎处理方式，为解决废旧轮胎引发的环境污

染、资源浪费及二次处理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二次

空气污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项目的实施对

带动处理废旧轮胎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

【食品安全及卫生健康控制技术示范及推广】

该项目致力于解决食品食源性安全、动植物

食品中添加或残留违禁物质的安全检测问题，项

目由该行业影响力较大的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承

担。项目推动社会力量研发简便、可靠、快速、

灵敏的分析及检测方法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检

测试剂、试剂盒及设备，实现对食品安全及时、

可靠的检测，降低对国外检测试剂盒的成本依赖，

扩大基层单位检测使用的范围，提高出口食品的

质量，保证食品安全。

例如 “食品中几种违禁药物快速检测技术及

产品应用推广”在承担国家 “８６３”计划、粤港
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等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与优化莱克多巴胺、孔雀石

绿等几种违法添加药物残留酶联免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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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生产工艺，制定原料、生产与产
品标准，实现生产与产品标准化，在生猪与水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过程中以及食品安全监测部

门中应用推广，并对此过程中的参与人员进行培

训，以有效监控农产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程质量。

【农业新产品及新技术应用推广】　该项目主要
以本省优良品种、种植技术、农产品保鲜及加工

技术为推广对象，通过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公司

合作，对农业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转化及进行示范

推广。

例如 “广东特色果蔬采后处理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应用示范”项目通过对特色果品功能性保鲜

剂及其配套技术的改良，减少本省特色水果在贮

藏、运输、销售过程中的变质浪费，以无毒、卫

生、安全、复合环保的保鲜技术为支撑点，提升

本省果蔬行业的高质量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高值化糖品绿色加工技术及示范”项目针

对制糖产业结构单一、低附加值、生产过程遭受

重污染等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研发出

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的新型制糖工艺，建立起新

型糖品绿色加工与高附加值产品多元化发展模式，

研发出微晶糖、棕色棉糖加工关键设备，开发了

多个不含二氧化硫的特种糖产品，建成健康有色

糖品示范工程，对推动全省甘蔗种植业的发展、

传统制糖技术优化升级和糖品多元化转化、制糖

产业链的延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　严军华）

科技成果登记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对符合科技成果登记条件
的５０４个项目进行科技成果登记，并分批在广东
省科技成果推广信息平台上公示。在登记的科技

成果中，应用技术成果有４６８项，占登记总数的
９２８％；基础理论成果有 ２９项，占登记总数
５８％；软科学成果有７项，占登记总数的１４％。
在登记的科技成果中，７３８１％的项目成果水平达
到国内领先以上。

这些研究成果中由企业完成的项目有２３６项，
占４３８３％；医疗机构完成的项目有 ５１项，占
１０１２％；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完成的项目有１６９
项，占３３５３％；其他项目有 ４８项，占 ９５２％。
已取得各种专利授权的３６５个项目中，有２３２项
专利是企业取得的，占６３５６％。属于电子信息、
软件、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

能、生物医学、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成果有

３６８项，占成果登记总数的７３０１％。
２００９年，应用技术成果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有４５０项成果已得到应用。对其中１９０项成果进
行经济效益统计显示，各项经济指标均比２００８年
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新增产值８３４９８亿元，
增长 ５３５％；新 增 利 税 ６９７１亿 元，增 长
６７７４％；出口创汇２０９３亿元，增长２３９％；节
约资金８２６４亿元，增长１２４％。

表５－３－２－１　全省已登记重大科技成果基本情况表 （２００９）

项目数 （个） 比重 （％）

成果完成单位类型

１．独立研究机构
２．大专院校
３．企业
４．医疗机构
５．其他
合计

７１
９８
２３６
５１
４８
５０４

１４０９
１９４４
４６８３
１０１２
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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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数 （个） 比重 （％）

成果类别

１．应用技术
２．基础理论
３．软科学
合计

成果水平

１．国际领先
２．国际先进
３．国内领先
４．国内先进
５．其他
合计

基本情况

１．鉴定项目数
２．验收项目数
３．评审项目数
４．行业准入数
５．其他
合计

４６８
２９
７
５０４

２５
１０７
２４０
９０
４２
５０４

４２２
３５
２９
５
１３
５０４

９２８６
５７５
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６
２１２３
４７６２
１７８６
８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７３
６９４
５７５
１００
２５８

１００００

表５－３－２－２　全省已登记重大科技成果应用及经济效益情况 （２００９）

应用情况 经济效益情况

项目 项目数合计 （项） 项目 合计

已应用 ４５０ 经济效益项目数 （项） １９０
未应用

　资金问题
　其他原因

１８
１１
７

净利润　　　 （万元） ９９０９９１３
实交税金　　 （万元） １７２６１６４
出口创汇　　 （万元） ２９６６５９
节约资金　 　 （万元） ６６４００４

表５－３－２－３　全省重大科技成果登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单位：项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数 ６２２ ４８０ ４３３ ５０４
企业 ２９９ １７２ １６６ ２３６
科研院所 ８０ ９７ ７３ ７１
大专院校 ９９ １０８ ８７ ９８
医疗机构 ９０ ５６ ５６ ５１
其他 ５４ ４７ ５１ ４８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　王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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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科　技　奖　励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
省共有２６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奖２项、国家技术发明奖１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２３项。有３位广东科学家参与的 《中

国植物志》编研项目，首次荣获 “含金量”最高

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了历史性重大突

破。广东以第１完成单位完成的项目共１２项，占
所获奖项目数的４６％，比上个年度提高１６个百分
点 （见表５－３－３－１、表５－３－３－２）。

表５－３－３－１　全省科技成果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单位：项

　 　 　年度
项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 １５ １３ １４ ２１ １５ １９ ２９ ３０ ２６

国家技术发明奖 —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国家自然科学奖 １ — — — １ ２ ３ ４ ２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１４ １２ １２ ２０ １３ １６ ２４ ２５ ２３

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２１２ ２３７ ２６８ ２７０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９１ ２８８ ２７３

注：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已列入该年度省级科技奖励成果总数统计。

表５－３－３－２　广东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名单 （２００９）

广东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 （共２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广东主要完成人 （所属单位）

１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
陈焕镛　胡启明 （华南植物园）

张宏达 （中山大学）

２ 盲信号的分离和辨识理论及其应用
谢胜利　李远清　谭洪舟　谭　营　何昭水
（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

广东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 （共１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广东主要完成人 （所属单位）

１
一类新药重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关键工程

技术及应用

李校　吴晓萍　冯成利　黄志锋　
黄亚东　初彦辉 （暨南大学等）

广东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共２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广东主要完成单位

１ 废纸造纸废水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２ 超高分辨率数字显示拼接墙系统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无源光接入汇聚复用设备 （ＭＡ５６８０Ｔ／ＭＡ５６００Ｔ）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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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广东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共２３项）

４
桔小实蝇持续控制基础研究及关键技术集成

创新与推广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植物保护总站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５
大宗低值蛋白资源生产富含呈味肽的呈味基料

及调味品共性关键技术

华南理工大学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汇香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洋大学

６ 中兴通讯 “新一代无线技术平台”建设工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７ 基于ＣＤＭＡ的数字集群通讯技术标准应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

８ 《好玩的数学》丛书 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

９ 可降解性高吸水性树脂产业化开发与应用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珠海得米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工业大学

１０ 基于现代影像技术的鼻咽癌综合治疗研究及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１１ 呼吸衰竭的发病机理与治疗研究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疾病国家

重点实验室）

１２ 高性能血液净化医用吸附树脂的创制 珠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
混合式脉冲转换涡轮增压系统研发及在四冲程

大功率柴油机上的应用
广州柴油机厂

１４ 受污染水体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１５
恶劣环境中电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在电网中

的工程应用
南方电网技术研究中心

１６
产品复杂曲面高效数字化精密测量技术及其

系列测量装备
深圳市思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 公路在用桥梁检测评定与维修加固成套技术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

１８ ＩＴＵ－Ｔ多媒体业务系列国际标准及应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 鲟鱼繁育及养殖产业化技术与应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２０
罗非鱼产业良种化、规模化、加工现代化的

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广东罗非鱼良种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２１ 南方红壤区旱地的肥力演变、调控技术及产品应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２２ 真菌杀虫剂产业化及森林害虫持续控制技术 广东省森林病虫害防治与检疫总站

２３
旋提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和基础

研究及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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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奖励情况】　２００９年度，全
省共受理５５个部门推荐的省科学技术奖项目５７８
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有５５５项，其中，应用
技术类项目４９０项，基础研究类项目３７项，技术
发明类项目２８项。根据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及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

规定，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秉承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根据受理项目的学科 （专

业）组的申报情况，经过２７个学科 （专业）评

审组２５９名专家的网络初评，１７３名专家的会议投
票评审，以及对突出贡献奖、特等奖、一等奖候

选项目进行现场考察与答辩，并向省科技奖励评

审委员会推荐后，由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投

票评出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２项
（见表５－３－３－３），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以下简称 “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项目２７１项，
其中，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２９项 （见表５－３－
３－４），二等奖７６项，三等奖１６５项。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特点】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提高　２７１
项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获奖成果中，由企业独立承
担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１６１项，占获奖项目数的
５９４％，比上年度增加１０８％，其中企业为第１
完成单位的项目共１１２项，占企业获奖项目数的
６９６％。这些获奖项目涵盖了新材料、新能源、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累计

新增利润２２７６亿元，新增税收４７２亿元，创汇
６８６亿美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获奖企业
共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２７１项，占全省获奖项目发
明专利授权量的８３４％。这些成果为企业提升核
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如由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完成的 “大口径

直缝双面埋弧焊钢管工艺技术及系列产品研究开

发”，在引进国际先进生产线后进行消化吸收再创

新，先后研发专利技术２０多项，其中发明专利３
件、实用新型专利 １９件，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１
项，作为主要单位参与制定国家标准３项。该项
目产品取得壳牌、ＡＰＩ、ＢＳＩ、ＩＳＯ等国际质量认
证，产品远销国内外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

内直缝焊管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最大的直缝焊管生

产及出口基地。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公司新增利润
２４３亿元，新增税收７０６２万元，创收外汇２９６
亿美元。

产学研合作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获得２００９年
度省科技奖一等奖的２９项成果中，由企业与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完成的项目达１５
项，占一等奖获奖总数的 ５２％，比上年度增加
３７％。这些项目共获得专利授权７７项，其中发明
专利 ５７项，占全省获奖项目发明专利授权的
１７５％，累计新增利润１３５亿元，新增税收８８６
亿元，创汇１８６亿美元。

如由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

合作完成的 “基于新型三维二次光学系统的高效

ＬＥＤ路灯”，解决了面向路灯应用的功率型 ＬＥＤ
的封装光学系统设计和制造技术、功率型ＬＥＤ封
装模组的整体散热结构设计和制作技术、ＬＥＤ集
群驱动电源技术及高可靠性的ＬＥＤ路灯装配制造
技术等技术难题，提出了引领世界潮流的矩形均

匀照度分布的封装光学系统设计理念，开发出新

型三维二次光学系统并成功应用于道路照明。该

项目获得发明专利９项，产品销售额已达３亿多
元，新增利税６７５０万元，在促进节能减排上具有
重大社会效益。

由华南理工大学和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得森特种陶瓷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

“多级孔材料制备关键共性技术及应用”，针对具

有两级或以上孔径结构的多组分多级孔材料制备

过程中普遍存在组分间界面相容性差、孔径级配

与分布不理想、不同大小孔隙成孔方法和成型工

艺难以集成等难题，创造性地将水溶性高分子引

入到多孔材料的制备与成型过程，结合造孔剂和

成孔工艺的综合优化、高性能原料粉体制备与改

性，系统地解决了以上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取得

一系列创新成果。该项目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３３
件，以核心专利群构筑起比较完整的自主知识产

权保护网。该成果近３年实现新增产值７３亿元，
新增利税５８４０万元，节支１２６亿元。该成果广
泛应用于传热传质、催化、吸附与分离、过滤、

医疗等领域的多级孔材料制备，对提升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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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以及发展循环

经济均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在２７１项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获奖成果中，共
获得专利授权６０５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３２５项；
共发表论文４９３９篇，其中，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１３７１
篇，他引次数达１４７２３篇次。

如由南方医科大学完成的 “缺血性脑卒中

神经保护新靶点的研究”应用基因敲除、膜片

钳等前沿技术，系统地研究了缺血性脑神经元死

亡的离子通道机制及神经调节素 －１保护缺血性
脑损伤的分子机制，获得一批原创性成果。该项

目共发表论文 ２４篇，被他引 ２３２次，在 《神经

元》（Ｎｅｕｒｏｎ）（影响因子１３９）、《神经科学》（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影响因子７５）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
表论文２３篇，影响因子合计７２７。主要发现和结
论被国际同行多次引证和正面评述，其中１９篇代
表性论文被 《细胞》（Ｃｅｌｌ）、《自然》（Ｎａｔｕｒｅ）、
《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著名杂志正面引用２３２
次。《自然》杂志和 《神经元》杂志为该项目组

发表在 《神经元》杂志上的文章撰写了评论。项

目组成员 １６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和
交流。

中青年科技人员和优秀创新团队茁壮成长

在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获奖项目中，获奖科技
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４２岁，其中４５岁以下中青年科
技人员１４６４人，占获奖人员总数的６７％，显示中
青年科技人员已成为本省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具

有高级以上职称人员１３１９人，占获奖人员总数的
６０％；中级以上职称人员１９６６人，占获奖人员总
数的９０％。在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获奖项目中，第１
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８岁，获一等奖项目中第１
完成人年龄最小的为３６岁。如由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研究完成的 “网络引擎４０Ｅ／８０Ｅ全业务路由器”
（Ｎ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４０Ｅ／８０Ｅ全业务路由器）项目，研究团
队平均年龄为３７岁，其中第１完成人年龄为３６岁。

科技创新更加注重服务社会民生和可持续发

展　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获奖项目中，属于农业、
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和社会公共安全类的项目共

１８６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６８６％，比上年度增

长２３１％；２９项一等奖成果中，属于节能环保和
食品安全等关系民生问题的项目达２０项。这些项
目累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１９６项，新增利润１００
亿元，节支１５１亿元，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如由华南农业大学、广州达元食品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广州绿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珠海丽

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 “农产品中有机

磷农药及克伦特罗等残留快速检测技术与应用”，

针对食品安全中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深入开

展了农兽药残留 “免疫法”和 “酶抑制法”快速

检测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实现了多项理论创新

与技术突破，解决了大型仪器检测耗时、成本高、

无法实现现场检测等难题。该成果已申请专利２８
项，发表论文 ３４篇，农兽药残留快速检测试剂
盒、试纸条、速测卡、速测仪等１０多种系列产品
实现了产业化，近３年企业新增利税３０００多万
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近１９亿元。这些产品在全
国２０多个省／区的农业、工商、质检、卫生等系
统跨行业应用近５０００万样份，其中酶法速测产品
约占全国市场份额８０％，为控制农产品的农兽药
残留、保障消费者健康及维持社会安定发挥了重

要作用。

由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和中山大学

合作完成的 “广东省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及农

产品安全研究”项目，系统开展了广东典型区域

土壤环境质量探查，在国内首次将持久性有机物

作为土壤污染调查指标，采集１１００多个土壤和农
产品样本，分析了８种重金属、６４个有机污染物
共７０余项指标，获得８万多个基础数据，修正了
广东铅污染被低估、镍污染被高估的状况，研发

与推广了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质量控制关

键技术，大面积推广叶面控制剂、土壤固定和农

艺控制等多项技术组合，构建了污染农田安全生

产新模式；构建了华南热湿地区硫化物矿山全程

清洁生产模式，为矿山重金属污染整治提供了技

术支撑。该项目制定省级技术标准２项，获发明
专利４项，研发土壤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多项，
共发表论文１５１篇，ＳＣＩ／ＥＩ收录３５篇，论文被引
用近８００次，推动了土壤学与环境科学交叉领域
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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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３－３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名单 （２００９）

序号 获奖人名单 获奖者单位

１ 林浩然 中山大学

２ 陈韶章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表５－３－３－４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特等奖 （１项）

１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

与管理的创新实践

广东科学中心

广州大学

中南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检测总站

华南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广东亚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一等奖 （２９项）

１

地质体中复杂大分

子有机物质的化学

结构与相关科学问

题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彭平安　傅家谟　盛国英　邹艳荣
宋建中

２
诱导多能干细胞机

理与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裴端卿　秦大江　潘光锦　张小飞　

３
缺血性脑卒中神经

保护新靶点的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高天明　李晓明　龚良维　简葵欢
朱心红　陈　明　黄　浩　王　颖
胡　平　李晓文　杨建明　胡德辉
陈　亮　孙红宇　梅　林

４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

理机制以及花色苷

防治研究

中山大学
凌文华　夏　敏　马　静　朱惠莲
王　庆　侯孟君　唐志红

５
短距离高速无线网

络基础理论
华南理工大学

韦　岗　陈芳炯　姜胜明　胡斌杰
贺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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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６

农产品中有机磷农

药及克伦特罗等残

留快速检测技术与

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达元食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绿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孙远明　雷红涛　王　弘　沈玉栋
黄晓钰　石　松　杨金易　卢　新
宋小冬　吴　青　曾振灵　谌国莲
潘　科　肖治理　徐振林

７
蝴蝶兰新品种选育

及产业化关键技术

研究与开发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

东莞市清溪玉山兰花场

众生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根发　许大熊　叶秀　郑志民
王碧青　李　军　伍成厚　吕复兵
洪生标　钟荣辉　林汉锐　蒋明殿
王怀宇　李泳志　游文东

８
棕榈科植物的引种

驯化、评价与应用

技术研究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华南农业大学

吴桂昌　邢福武　廖启?　张文英
何洁英　林　彦　赖国传　谢　作
阮志平　黄德斌　黄万坚　郭丽秀
黄旭波　刘东明　王发国

９
罗非鱼良种选育与

产业化关键技术

中山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

研究所

广东罗非鱼良种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

研究所

惠州市水产科学技术研究所

茂名市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林浩然　卢迈新　李来好　叶　卫
刘晓春　符　云　黄樟翰　王正印
杨贤庆　林东年　陈辉崇　蒙子宁
朱华平　吴燕燕　梁浩亮

１０
食品微生物安全快

速检测与控制技术

研究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清平　张菊梅　蔡芷荷　邓金花
吴慧清　张淑红　寇晓霞　郭伟鹏
杨小鹃　徐晓可　卢勉飞　阙绍辉
陈素云　丘万英　李程思

１１
ＭＹ１５系列风力发电
机组

广东明阳风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曹人靖　李　翔　陈刚华　王金发
曹　奇　李保军　张永涛　郑　平
张志坤　张秀丽　魏伏华　周　健
高文飞　宋成桂

１２
Ｎ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４０Ｅ／８０Ｅ
全业务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胡克文　秦　刚　郭　萍　盖　刚
吴余粮　孙胜涛　王重阳　畅文俊
郭跃栋　毛雪峰　冯　苏　谢耀辉
蒲正杰　王永生

１３
移动通信基站雷电

主要引入渠道及防

雷接地研究与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江门分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深圳市盾牌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锦天乐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索维特技术有限公司

林盠双　刘吉克　徐　明　袁仟共
陈永根　彭树铁　赵敏文　梁伟岷
缪伟平　陈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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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１４
基于新型三维二次

光学系统的高效

ＬＥＤ路灯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罗　毅　钱可元　韩彦军　祝炳忠
张志海　邓国强　孙长征　郝智彪
熊　兵　王　健　周晓琼　吴新慧
黄尔健　蔡小平

１５
表面热功能结构

极端制造 技 术 及

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新创意专利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

有限公司

佛山神威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汤　勇　陈创新　李　勇　万珍平
羊林章　熊绍凯　陈国华　谢　晋
刘小康　潘敏强　邓文君　刘亚俊
陆龙生　白鹏飞

１６
面向先进装备的

控制检测共性技术

及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李　迪　叶　峰　赖乙宗　张舞杰
龚德明　李　方　江幸波　曹远兵
张春华　董志稢　刘　畅　王世勇
石红雁　黄　昕　南亦民

１７

大口径直缝双面埋

弧焊钢管工艺技术

及系列产品研究

开发

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

陈　昌　王利树　黄克坚　刘世泽
董春明　苏章卓　冯钊棠　黎剑锋
李军强　黄杰生　邵立功　黄业平
王小宁　曾达潮

１８
多级孔材料制备

关键共性 技 术 及

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

广州锐得森特种陶瓷科技有限

公司

王迎军　刘艳春　任　力　陈晓峰
张全胜　宁成云　吴　刚　魏　坤
叶建东　赵娜如　曾令可　侯来广
陈水辉　马　强　王兆春

１９

广州大学城集约化

建设中节能、环保、

数字技术的集成

应用

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公用事业规划设计院

蒙　琦　李传义　李　淮　罗广寨
丘玉蓉　华　贲　王　钊　王恒栋
伍小亭　张　凌　傅建平　于乐群
邓新勇　蔡凌燕　陈荣毅

２０
土体的广义位势本构

理论及其工程应用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杨光华　李广信　张君禄　介玉新
杜秀忠

２１
广东省典型区域

土壤环境 质 量 及

农产品安全研究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中山大学

万洪富　李芳柏　杨国义　周永章
李淑仪　张天彬　周建民　杨　军
吴对林　陈俊坚　柳　勇　罗　薇
汪　洋　刘婷琳　高原雪

２２
湿法烟气同时脱硫

脱硝成套技术研究

与应用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

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

（Ｂ厂）
广州华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华南农业大学

岑超平　唐志雄　雷　鸣　李开明
韩　琪　陈定盛　方　平　叶盛英
梁灼林　詹新宇　易新贵　曾环木
李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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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２３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

型和耐药性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华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侯金林　王战会　杨　洁　孙　剑
周　荣　陈金军　曾国兵　黄月华
阎　丽　周　彬　郭亚兵　张明霞
彭　稢　林占洲　王繤章

２４
尘螨过敏原的基础

研究及其产业化

深圳大学

广州医学院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志刚　冉丕鑫　李　勤　钟南山
吉坤美　沙　金　李国平　喻海琼
李　靖　李　盟　秦承学　黄海珍
刘晓宇　孙宝清　白　羽

２５

可手术非小细胞

肺癌系统性淋巴结

清扫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吴一龙　王思愚　杨学宁　谷力加
钟文昭　杨衿记　陈　刚　廖日强
杨浩贤　翁毅敏　廖洪映

２６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分子发病机制和

干预治疗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葛　坚　卓业鸿　魏雁涛　何　媛
杨智宽　张跃红　段永恒　刘　杏
黄圣松　林明楷　王莉娜

２７
颅咽管瘤的生长方式、

外科学分型及手术

治疗

南方医科大学
漆松涛　潘　军　方陆雄　张喜安
彭俊祥　樊　俊　龙　浩

２８
现代中药参芪扶正

注射液的研究与产

业化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陶德胜　李乃卿　谢伟宏　谢海燕
孙恒图　钟桂雄　刘东来　刘学华
植春汉　毕国文　魏永煜　滕英姿
郭国荣　陈茂如　史晓光

２９
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涂瑶生　孙冬梅　程学仁　陈玉兴
王洛临　范宋玲　毕晓黎　罗文汇
廖军平　陈向东　郑文媛　刘法锦
崔景朝　郭用庄　周瑞玲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介绍】

姓名：林浩然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林浩然，男，１９３４年 １１月生于海南省文昌
县，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山大
学水生经济动物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水生经济动

物良种繁育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水生经济

动物繁殖、营养和病害控制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

林浩然院士是鱼类生理学和鱼类养殖学专家，

主要从事鱼类生理学和鱼类内分泌学研究，对鱼

类生殖和生长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机理进行了系统

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

成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林浩然就先后证明下丘脑促
黄体释放激素类似物 （ＬＨＲＨ－Ａ）是有一定应用
价值的鱼类催产剂，为我国的鳗鲡人工繁殖研究

提供了关键性技术路线。８０年代，林浩然和加拿
大的ＲＥＰｅｔｅｒ教授合作，阐明了鱼类脑垂体促
性腺激素的合成与分泌受神经内分泌调节的作用

机理，提出了为各国学者公认、被誉为鱼类人工

催产第３个里程碑的 “林彼方法”。这项研究成果

充实了鱼类生殖内分泌学的理论，为鱼类人工催

产的新药物和新技术提供坚实基础，根据该理论

研制成功的新型高活性鱼类催产剂，适用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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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鱼类人工繁殖，在国内外推广应用，获

得显著应用成效，为社会创造十多亿元经济效益，

对我国鱼类养殖产量近１０年来的大幅度增长起到
了重大作用。

林浩然在鱼类生长和生长激素分泌活动的调

节机理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通过一系列在体和

离体的试验证明鱼类生长激素的分泌活动受到多

种神经内分泌因子的调控机理。他和香港中文大

学生物技术实验室合作进行草鱼生长素基因的克

隆和在大肠杆菌的表达研究，获得了大量表达与

生产的草鱼基因重组生长激素，采用注射和投喂

方法都证明它能显著提高草鱼鱼种的生长速率。

研究还发现多种神经内分泌因子对刺激鱼类脑垂

体生长激素分泌活动呈现协同作用或者相加作用，

为合成新型健康的鱼类促生长饲料添加剂以便加

快鱼类苗种的培育奠定了基础。

林浩然的研究着重于海水养殖鱼类 （如石斑

鱼）和淡水养殖鱼类 （如罗非鱼）生殖、生长和

发育的神经内分泌调控机理和优良苗种的繁育技

术，特别是对促性腺激素和生长激素分泌活动起

主要调控作用的各种释放激素和释放因子、抑制

激素和抑制因子的化学结构、作用机理、受体，

以及这些激素、因子及其受体的基因克隆、基因

表达和基因重组产品的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石斑

鱼人工繁育的相关支撑技术，率先在斜带石斑鱼

工厂化和生态系育苗的关键技术及技术集成方面

取得突破，实现斜带石斑鱼的规模化苗种繁育生

产。同时在罗非鱼优质品种选育及苗种产业化关

键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系列研究成果

已在广东沿海地区以及海南、福建等地进行推广

应用，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林浩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

发表科学论文２８５篇，专著７本。他多次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曾被授予 “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全国 “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姓名：陈韶章

工作单位：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陈韶章，男，１９４２年 ７月出生于广东韶关，
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现为广州市地下铁
道总公司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广东省铁路投资

集团公司高级顾问，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首席技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陈韶章是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是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学科带头人之一，是我国沉管隧道

研究与应用的先行者，他推动了系统工程理论在

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始终坚持自主

创新，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科技水平跨入国

际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他在引领规划设计、

主持系统集成、推进安全节能环保研究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提出了客流引导型和规

划引导型相结合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思路，合理

构建了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骨架，明确了各条线

路的功能定位和系统选型，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

求，促进了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又好又快的建设

与运营。

他率先将系统工程理论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规

划与建设领域，提出了以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先

进性来指导各条线路的规划与设计，以各机电系

统的有机集成来保证整个系统的先进性，以各关

键子系统的原始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相结合来

突出整个系统的先进性，建成了综合功能先进的

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他主持了地铁快线技术研

究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线电机轮轨系统研

究，建成了我国第１条时速达１２０ｋｍ的地铁线路
以及国际上第１条中大运量直线电机轮轨系统，
以上两项成果均填补我国新型城市轨道交通领域

技术空白。

他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提出了在低纬度高温

高湿地区建设节能、环保和安全的地铁系统的创

新设计理念，完善高温高湿地区应用屏蔽门系统

的地铁环控模式，主持研发了地铁站台屏蔽门系

统，建立了架空刚性悬挂接触网弓网受流系统理

论，突破了国产化 Ａ型车辆、架空刚性接触网、
ＤＣ１５００Ｖ三轨、全非接触式ＩＣ卡自动售检票、集
中供冷等一大批关键技术，建成了节能、环保和

安全的广州地铁线网，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整体

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为广东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高级顾问，他

指导编制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技术

政策和主要技术标准，填补了我国城际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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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空白，推动了广东省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

和发展。

他系统总结了沉管隧道的设计理论及工法，

发展了沉管段纵向 （接头）设计计算理论及方

法，完善了沙流法理论，成功破解了大型过江隧

道公铁合建技术难题，促进了我国第１条大型过
江沉管隧道 （珠江隧道）的顺利建成，为我国建

造穿越大江大河以及跨海的大型沉管隧道工程做

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为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这一被国内外专家公认为技术复杂程度和建设难

度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

陈韶章从事轨道交通建设４０多年，他勇于理
论探索与创新，注重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善于总结

和推广，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多个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 （合计约１０００亿元投资）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他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建设科技攻关

项目３００多项，主持国家专利设计５０多项，主编
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７项，编著 《地下铁道站台屏

蔽门系统》等专业技术著作１２部，荣获国家省市
级科研成果奖１８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
项，先后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广东科学中心建设与管理的创新

实践

完成单位：广东科学中心等

广东科学中心占地面积４０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１３７５万平方米，经过１０年的筹划和建设，建
成了具备科普教育、科技成果展示、学术交流、

科普旅游四大功能的，世界上展区面积最大的科

学中心。

广东科学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

积极探索实践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科技馆建设

模式，坚持以我为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托

广大科研院所，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培养

了一批具有现代科技馆建设经验的管理队伍和企

业，取得了大批创新成果，实现了科技馆建设里

程碑式的发展。

广东科学中心在创新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绩：

一是填补了广东省大型现代科普教育基地的空白，

二是创立了全新的建馆理念，三是取得了重大专

项技术成果，四是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创立自主创新与全面开放相结合的建馆理念，积

累了一套大型综合性科技馆建设管理的经验，首

创非标化展教工程监理机制并制订国内第１部展
教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广东科学中心展项工程规

范》，为国内科技馆建设所推广应用。展项创新率

达８０％，改变了国内科技馆建设缺乏创新、内容
雷同的状况，在科技馆创新建设中起到引领、示

范作用。在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展示技术创新，

新材料、新能源应用，贯彻绿色建筑和环保节能

新理念，综合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科技成果，取得科技创新成果３５项，发明专利２２
项。利用 “四节一环保”技术，实现了低于现行

节能标准８０％的总能耗目标。通过新材料新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节约资源相当于减少燃烧４６６０
万吨标准煤、减排约１２５７９万吨ＣＯ２。各项科研
成果为建设项目节约投资近２７４亿元，降低维护
成本０１亿元，共２８４亿元，节约率为１５％。

广东科学中心充分发挥科普教育的核心功能，

积极参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活动：热心公益，

参与关心孤、残、老、贫等弱势群体活动；积极

开展科普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的 “三进”活

动；举办 “小谷围科学讲坛”等在华南地区有影

响力的科学讲坛；积极打造 “广州滨海金游廊示

范景区”“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成为国内极

具特色的科普旅游场所。广东科学中心被评为

“最受市民欢迎的科普教育基地”，年接待观众超

过１００万人次，科学中心公众满意度达 ９８４％。
广东科学中心已成为广东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

省的窗口，成为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培养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阵地。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　王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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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授权及获奖情况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工作继续保持良好的发
展势头，全省累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国

首位，有效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３种
有效专利总量均居全国首位。２００９年全省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继续保

持全国首位。广东省 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国际
专利申请量连续８年保持全国首位。

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累计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７５７３７６件和４５５０６８件，均居全国
第１位。广东省有效专利数量２２１１３１件，居全国
第１位，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为２７４８３件，有效
实用新型专利为８６５７６件，有效外观设计专利为
１０７０７２件。除有效发明专利低于北京居全国第２
位外，有效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３种
有效专利总量均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申请量为 １２５６７３件，
同比增长 ２０９８％。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３２２４７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３９０２７件，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为 ５４３９９件，同比分别增长
１４７６％、３５１２％和１５９９％。发明、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的比例为２５７∶３１０∶４３３。
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位于江苏之后，居全国第２
位；发明专利申请量继续位居全国第１位；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分别低于

浙江、江苏，均居全国第２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授权量为８３６２１件，同
比增长３４８１％。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１１３５５
件，实用新型专利为２７４３８件，外观设计专利为
４４８２８件，同比分别增长 ４９３３％、９４４％和
５２７１％。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
的比例为１３６∶３２８∶５３６。专利授权总量首次低
于江苏，退居全国第２位；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量继续保持全国第１位；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量位于江苏、浙江之后居全国第３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国际

专利申请量连续８年保持全国第１位，当年申请
量达 ４４１８件，占全国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总量
的５５２３％。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企业专利申请量为６０４５０件，

列全国第２位，同比增长２６０６％，占全省专利申
请总量的４８１０％。其中，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２４１５１件，占全省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７４８９％。
同时，广东省重点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继续领跑

全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鸿富锦精密工业 （深圳）有限公司、比亚迪

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腾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等７家企业，分别在 ２００９年国内企业专利申请
量、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

权量前１０名的排名中榜上有名，且４个排名的前
３名均由广东省企业囊括。

２００９年，全国专利申请量位列前６名的省市
分别是：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北京；

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列全国前６名的省市是广东、
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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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１－１　全国专利申请量居前６位的省市区 （２００９）
单位：件

地区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江苏 ６０３１０９ １７４３２９ １０７１１２ ３１７７９ １７１８５６ ３６１２２ ３２７３５３ １０６４２８

广东 ７５７３６９ １２５６７３ １５０１２７ ３２２４７ ２４１８３０ ３９０２７ ３９３９０４ ５４３９９

浙江 ５０００７２ １０８４８２ ６７５４２ １５６４６ １７６０８８ ４０３６４ ２５７８２８ ５２４７２

山东 ３６８４０８ ６６８５７ ６６８２８ １３９８３ １８２６７８ ３２０９１ １１９６３５ ２０７８３

上海 ３５０４８６ ６２２４１ １０８１７２ ２２０１２ １０７９６４ １９６５０ １３４７６１ ２０５７９

北京 ３１９２０５ ５０２３６ １５１０６４ ２９３２６ １２８４６４ １５４２４ ４１５００ ５４８６

表５－４－１－２　全国专利授权量居前６位的省市区 （２００９）
单位：件

地区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累计 ２００９年

江苏 ２６９５５６ ８７２８６ １７５２５ ５３２２ １１２９１６ ２１９３９ １３９１１５ ６００２５

广东 ４５５０６８ ８３６２１ ３１４８７ １１３５５ １５１１４５ ２７４３８ ２７２４３６ ４４８２８

浙江 ３１０７６１ ７９９４５ １５３４８ ４８１８ １１８６５３ ２５２９５ １７６７６０ ４９８３２

上海 １７６８３７ ３４９１３ ２２８４４ ５９９７ ７４９２５ １３１５８ ７９０６８ １５７５８

山东 １８３５９０ ３４５１３ １１６２５ ２８６５ １２４８７２ ２２６３５ ４７０９３ ９０１３

北京 １５５０３９ ２２９２１ ４０３０４ ９１５７ ８８０７５ １０１４１ ２６６６０ ３６２３

表５－４－１－３　广东省五种专利申请人申请专利情况 （２００９）
单位：件

申请人类型 专利类别
申请量 授权量

合计 ２００９年 合计 ２００９年

企业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

１０３３８２
８５５９６
１２２３４２
３１１３２０

２４１５１
２１３５２
１４９４７
６０４５０

２１２８９
６３０６６
９２０５６
１７６４１１

８８３９
１４８０８
１３０５９
３６７０６

高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

８７５４
２９３４
７８９

１２４７７

１９４４
５９４
４９１
３０２９

２９２４
２３６３
２５５
５５４２

７７０
４６９
１８０
１４１９

科研单位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

３３７７
１５６７
３９８
５３４２

７０８
２９３
６７

１０６８

１３９０
１２７１
３０２
２９６３

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５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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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申请人类型 专利类别
申请量 授权量

合计 ２００９年 合计 ２００９年

机关团体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

９７２
１８７７
４３９７
７２４６

１０６
１０３
４１
２５０

２４３
１４５２
３６９７
５３９２

３６
６０
６２
１５８

个人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

３２７３６
１２２３１０
２６５６５２
４２０６９８

５３３８
１６６８５
３８８５３
６０８７６

５６２９
８２９９２
１７６１２６
２６４７４７

１４９０
１１８３１
３１４９２
４４８１３

图５－４－１－１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专利申请情况分布图 （２００９）

图５－４－１－２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专利授权情况分布图 （２００９）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刘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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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广东省专利金奖项目选介

在２００９年广东专利奖评选中，首次对外观设

计专利单列评分设奖。２００９年，广东专利奖共评
选出专利金奖项目１３项 （见表５－４－２－１），其
中外观设计专利金奖项目 ３项；优秀奖项目 ５５
项，其中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１５项。

表５－４－２－１　广东专利金奖获奖项目 （２００９）

序号 项目名称 专利权人 奖项类别

１
一种基于服务器端／客户端结构远程
显示处理方法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２ 可直接焊接漆包线的点电焊机 广州微点焊设备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３
低温空调热泵系统及使用该系统降低

温度调节波动的方法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４ 一种肿瘤介入热疗仪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５
一种应用薄板坯连铸连轧流程生产 Ｔｉ
微合金化高强耐候钢板的工艺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６
一种以工业偏钛酸为原料制备高活性

二氧化钛溶胶的方法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发明专利金奖

７
木素系加气混凝土用高效砂浆外加剂及

其制备方法
华南理工大学 发明专利金奖

８
人尿激肽原酶在制备治疗和预防脑梗塞

药物中的应用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９ 一种淡水有核再生珠的养殖方法 广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金奖

１０ 地板块和地板系统
深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金奖

１１ 汽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专利金奖

１２ 生命体征监护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专利金奖

１３ 电气锅 （电脑型）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外观设计专利金奖

【一种肿瘤介入热疗仪】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７５６５
专利权人：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发明提供了一种肿瘤介入热疗仪，将温

度精确的高温液体注入到肿瘤病灶内，使肿瘤营

养血管破裂；同时热药液渗漏到肿瘤组织间，实

现组织间加热，使肿瘤组织凝固坏死。基于该发

明专利而研发的肿瘤介入热疗机是该公司在国内

外首创的治疗实质性脏器肿瘤的一项新型临床技

术及专用设备，能有效弥补肿瘤手术、放疗、化

疗等常规手段的不足，将肿瘤介入治疗与热疗有

机地结合起来，在国内首创应用介入热凝固和介

入热化疗方法联合治疗原发性、转移性肝癌等恶

性肿瘤，临床效果显著。该项发明被纳入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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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专利实施计划项目” “２００６年粤港关键领域
重点突破项目”，２００７年获得 “广东省重点新产

品”称号，２００８年得到国家发改委８００万元资金
支持。

应用该项发明的产品已实现产业化生产，是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肿瘤综合治疗方

案及设备在国内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有力保证之

一。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产品实现销售收入８５５０万
元，实现利润１６００万元。

【一种应用薄板坯连铸连轧流程生产 Ｔｉ微合金化
高强耐候钢板的工艺】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６８８９Ｘ
专利权人：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发明通过建立薄板坯连铸连轧 Ｔｉ微合金
化技术的理论基础，集成冶金成分设计、Ｔｉ回收
率稳定控制技术、凝固过程控制、Ｔｉ析出物控制
技术、控制轧制和控制冷却等各项技术，开发出

屈服强度为４５０ＭＰａ ７００ＭＰａ级系列 Ｔｉ微合金
化高强耐候钢的成套生产技术。该成果突破采用

复合微合金化技术生产高强钢的传统技术，开发

出采用单一Ｔｉ微合金化技术低成本生产高强钢的
新技术，使高强钢的合金化成本降低 ６０％
８５％，具有明显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利用该产
品研制出 “新一代轻量化”集装箱，重量减轻

１５％，推动了全球物流运输装备升级换代，每年
节约集装箱用钢５０万吨。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冶

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专利产品列入国家重点新

产品计划和火炬计划各１项。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采用该项成果生产了各类微合金钢３２５万吨，新
增产值１７２亿元、利润２８８亿元、税收２９３亿
元。２００８年，全球约２０％、我国约３０％的热轧薄
板是采用薄板坯连铸连轧流程生产的，该项研究

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人尿激肽原酶在制备治疗和预防脑梗塞药物中的

应用】

专利号：ＺＬ０２１１６７８３４
专利权人：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发明涉及全球首创国家一类新药人尿激

肽原酶在制备治疗和预防脑梗塞药物中的应用，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安全有效治疗脑梗塞的药物，

为脑梗患者带来福音。

急性脑梗塞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

至今缺乏疗效确切和安全的药物，人尿激肽原酶

填补了此领域的国内外空白，治疗时间窗是现有

国际最好溶栓药物的８倍以上，大大降低了致残
率。另外，人尿激肽原酶的生产采用了独特的自

主创新工艺，实现从人尿中同时提取多种产品的

大规模生产，从而综合利用人尿资源，降低了成

本。该项发明的技术和产品先后被列入国家

“１０３５”工程项目、科技部 “十五”重大科技专

项 （“８６３”计划）、国家发改委生物医药高技术
产业化专项等多个重大项目，发明的产品获 “国

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２００８年，应用该专利技术的产品在全国多家
医院广泛应用，其疗效显著、副作用小，每年销

售量成倍增长，上市仅两年销售额就超过６０００万
元，预计３年后年销售额将超过３亿元，市场前
景广阔。

【地板块和地板系统】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５０７７
专利权人：深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是地板块、地板系统

及铺设地板系统的一种新方法。

该专利在锁扣技术上采用了有别于传统地板

锁扣的新型单侧榫槽一体化廓形结构，以 “垂直

插入”新概念，打破了传统地板 “斜插”的理

念。通过设计精密的背槽，加深公槽和母槽的接

触面，增加锁扣台阶和斜坡角度，从物理结构上

突破了利用极为有限的垂直空间做出牢固且易于

安装的锁扣的技术难题；采用垂直插入的地板铺

设方法和全新的锁扣加工方法，解决了传统地板

安装难和加工锯路损失大的问题。

２００５年，在美国３３７件木地板调查案中，深
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燕加

隆”）是全球３３家因锁扣技术被上诉至美国国际
贸易法庭 （ＩＴＣ）的企业之一。在花费数百万美
元并历经１年半的艰苦应诉后，燕加隆凭借 “一

拍即合”锁扣技术最终成为全面胜诉的唯一一家

中国地板企业。燕加隆的胜诉掀开了世界地板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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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技术崭新的一页，并标志着中国地板企业跻身

于世界地板锁扣技术的领先行列。燕加隆改变了

地板锁扣技术竞争的格局，并成为全球三大核心

锁扣技术拥有者之一，打破了欧美地板企业的技

术垄断。

该项专利技术自 ２００７年实施到 ２００８年间，
累计新增销售额２４亿元，新增利润２０００多万
元，新增出口额２１亿元。

【汽车】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０１９０３０３
专利权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外观设计专利已在中国、美国、韩国、

巴西、印度、俄罗斯、欧洲、阿根廷被授予专利

权。比亚迪Ｆ６大胆吸纳当前国际热销车型点睛设

计，兼顾国人几千年沉淀下来和谐的审美观，整

车大气尊贵、线条流畅，具有十足的商务派头；

同时在尺寸规格上逼近传统 Ｃ级轿车，以宽敞的
前后排空间、舒适的乘坐感胜任各种需求，彰显

尊贵气质。比亚迪Ｆ６是自主品牌进军中高档轿车
市场的代表之作，凭借其整体设计沉稳而不失动

感，空间宽裕舒适，配置丰富豪华，受到了各大

媒体、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评价，先后获得了２０多
项奖项，包括：中国工业设计协会颁发的 “国际

设计成就大奖外观设计金奖”、北京国际车展组委

会颁发的 “２００８中国消费者最喜爱的汽车”大
奖、第６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专利
金奖等。比亚迪Ｆ６增强了民族汽车产业信心，扭
转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汽车的传统印象。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刘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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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 “三促进一保持”的要求，积极培育新

兴战略产业，大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全

省 “双转移” “双提升”等产业优化升级战略的

实施提供强大的支撑，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业的平稳快速发展。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业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全省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超过２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占工
业总产值的３４５％，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２００９年，根据本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

与实际情况，按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经过充分调研及组织专家论证，省科技厅在高新

技术领域编制发布了 “面向领域的核心芯片设计

及其产业化”“ＲＦＩＤ技术在城市交通和居民消费
领域的示范应用” “电动汽车产业化关键技术”

等３个重点专项，“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等５个专题， “高性能宽带信息试验网 （３Ｔｎｅｔ）
建设及示范应用”等９个重点项目以及 “石油化

工技术与高分子材料”等１６个引导项目指南。全
年安排经费５６００万元，立项资助项目２８３个。积
极组织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大族激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其中广州数控申报的项目已经获

得国家立项，获得经费支持２０００多万元。
２００９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中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能源、高效节能、环保等领域表现

良好，总体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形成了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

２００９年，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３个领域
的产品产值就占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８７％ （其

中电子信息占５４６％、先进制造占１６５％、新材

料占１５９％），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实施取得巨大
成效。

电子信息产业

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国信息产业发

展的龙头，产业发展迅速，整体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广东是我国最主要的、也是世界著名的电子

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２００９年，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３５１０６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占全省工业增加

值的１８４％，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的１／３。
珠三角的部分电子信息产业正面临升级换代和产

业结构调整，其中对劳动力、土地、电力依赖度

高的企业，正在酝酿或已外迁，这种扩散、放射

对广东省的平衡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广州润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ＲＸ１００ｘ全系列北斗卫星导航终
端射频芯片，为北斗系统打破国外 ＧＰＳ的垄断，
在民用领域获得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广东国

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嵌入式汉字输入法，获得

了３项发明专利和２８项软件著作权，打破了国外
少数几家企业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已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等厂家的

手机中得到了应用。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投标攻克了一

批影响我国行业发展的瓶颈技术难题，提高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安凯 （广州）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开发的 “多媒体应用

处理器”，使手机处理器生产成本降低５０％，给
珠三角地区的手机生产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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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性能１０Ｇｐｂｓ芯片组打
破了国外对我国在高速光纤通信专用芯片设计方

面的垄断，构建了本省该领域的完整产业链。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黄　攀）

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及其产业

广东的能源环保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

保三大方面。其中，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电、

生物质能、核能、新型电池５个类别；节能主要
包括工业节能和建筑节能两个方面；环保主要包

括水体、大气、固体废物、物理性污染等的控制

和治理技术，环境监测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６
个类别。２００９年，全省约有２００多家太阳能热水
器生产企业，年产量约５０万平方米，约占全国太
阳能热水器产量的１／５，位居全国首位。总体来
说，能源与环保技术领域，广东具有良好的基础

和技术储备，产业化关键技术领域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有些甚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广东省大力培育节能与新能源技术

及其产业的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先后资助了节能与新能源

技术领域的企业８３家，资助金额达到５４５０万元。
引导节能与新能源技术领域企业申报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共认定节能与新
能源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２２６家；同时，积极
推动节能与新能源技术领域的企业做大做强。

新能源、节能环保领域以太阳能、生物质能

以及节能作为主要的资助方向，在太阳能研发上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承担粤港关键领

域重点突破项目为契机，在太阳能研发方面已建

立了长期的合作，其承担的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成果已进入市场，并获得用户的一致

好评；深圳市能联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山大学合作

的太阳能光伏与建筑集成并网发电项目已建设了

４个示范工程，项目运转良好。在生物质能以及
节能方面由于项目周期都较长，并未见到明显的

效果，但该部分项目对本省走低碳节能的道路将

发挥重要的作用。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郭秀强）

生物技术产业

经过２０多年的持续发展，广东生物医药产业
形成了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药、生物及生化制

药、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制药机械等结构完整的产业体系。其中，生物食

品、生物药品、医疗器械产业取得了巨大发展，

药品零售连锁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全国领先。２００９
年，全省食品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６３６亿元，生
物食品的总规模超过９００万吨，产值达７６１亿元，
占食品工业产值的２０％左右。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医
药工业总产值约８７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５％，约占
全国的１／１０，居全国第３位。

广东工业生物技术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尤其是经过近５年的高速发展，在生物食品、海
洋生物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业化的

水平与规模迅速提高，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在广东

高新技术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据初步统

计，２００９年工业生物食品产业主要包括发酵食品
行业、配料与食品添加剂行业、保健食品行业，

相关食品企业达到２００多家，相关工业产值达８００
多亿元。

广东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在大约１０年左右的时
间，就初步形成了一批生物技术龙头企业和规模

化的企业集团。如佛山海天味业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广东省的工业生物技术产业仍然存在许多的

劣势。１．科技基础相对薄弱，人力资本基础相对
缺乏。总体来说，广东省生物技术产业创新队伍

不强、领军人物相对较少，与国内、外先进地区

相差较远。２．产业规模小，产业结构雷同。从企
业发展情况来看，广东的工业生物技术企业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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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单一品种为主的企业甚至企业集团，企业

规模小，单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仍达不到区域

市场的经济规模，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与国外

大企业相比差距巨大。从产品差异性角度来看，

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缺乏技术和市场

的垄断性。３．缺乏自主创新产品，知识产权意识
淡薄。由于创新能力不够，出现多家公司生产或

研制同一种产品的不正常竞争现象，使得本省工

业生物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总体偏低，不但与工

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 （地区）相比有很大

的差距，即使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也有不小的

差距。４．产业发展的社会化不够，支撑条件和技
术落后。广东省几乎没有工业生物技术发展所需

要的支撑产业和服务业，无论是研究所需的尖端

仪器设备和试剂，还是生产所必须的仪器设备、

生物技术产业上下游所需的大部分仪器装置以及

试剂都需要进口。这种状况大大地限制了广东省

工业生物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速度和产业的发展。

５．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投资方面存在不足。广
东在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对与国外大型生物企

业的技术合作较为忽视，引导外资投向研究开发

的重视程度不够，与上海相比，广东差距很大，

广东引进外资虽然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但外企在广
东建立的Ｒ＆Ｄ机构却寥寥可数。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郭秀强）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产业是广东省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

业重点领域之一，已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近４
年间，新材料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３０％。
２００９年，规模以上新材料产品的工业总产值达
３７８０３亿元，工业增加值达８０４１亿元。新材料
产品产值占工业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的比例由

２００５年的１８８２％，提高至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８％。
广东新材料产业特色鲜明，研发力量较强，

初步形成了支撑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新材

料研发工作几乎涵盖 《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新材料领域中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

高分子材料和精细化工类的全部子类别。广东新

材料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初步形成了较合理、相

对集中的空间布局和较完善的产业体系。２００９
年，全省新材料产品中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工业总产

值分别为１４２０亿元、４５７亿元、１０２３亿元和４４１
亿元。以珠三角为中心，广东新材料产业涌现出

一批竞争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仅广佛肇经济圈

中，新材料产品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就有１００多家，
其中超１０亿元的企业有１７家。

新材料领域以产学研合作为主，实施联合攻

关，为企业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企业

应用高新技术，改进各种原材料的生产流程，增

强基础原材料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例如金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大学高分子实验室联合承

担的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项目已完成了研发，

正建设生产基地，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国星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都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了高

效能ＬＥＤ封装技术的项目研发，两家企业在本省
ＬＥＤ节能技术领域以及该行业上都处于领先位置。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黄　攀）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产业

广东先进制造业已在数控机床、印刷包装、重

型装备、造船与海洋工程、电气机械、电子机械、

核电与风电、交通运输与汽车、航空航天、模具与

塑料加工装备等１１个领域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拥有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主导产品，以及一批在

国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优势企业。其中，数控与

机床产业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主要分布在广州、佛

山、深圳、东莞和江门５个主要城市，占全省的
８０％以上 （广州约占６０％以上的比重）。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大学联合

承担的 “高性能覆铜板基材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提高了我国覆铜板行业的水平，带动

５１２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了周边上下游产业的开发生产，项目实现销售收

入１４亿元，实现利润２３２６万元。广州达意隆包
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和广东省农

业机械研究所联合承担的 “岭南果蔬深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及关键设备开发”项目，已实现销售收

入超过３亿元人民币，缴纳各项税款９００多万元，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投标方面，

先进制造领域利用现代数字和信息技术以及新材

料技术，研制出多功能、性能优越、质量稳定的

精密制造设备，达到了调整产品结构、替代进口

的目的。例如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承担的数字化高速纸箱印刷项目研制的高速纸箱

印刷设备每分钟印刷纸箱的个数达到了 ２５０个，
与世界上同类产品对比也丝毫不显劣势；珠海福

尼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受资助的人工智能胰岛素

注射泵项目成果———人工胰岛素注射泵价格比进

口大大降低，给广大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广东以省市区镇联动的方式，在龙头骨干企

业应用示范、示范城市建设、专业镇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信息化关键技术攻关和服务体系建设等

５个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本省支持了２８个制造业信息化示范项目，５个示
范市 （区）科技局支持了１１８个制造业信息化项
目，带动企业自筹资金 ６８亿元，共计投入 ８４
亿元，在这些项目和资金支持下，企业累计新增

销售值２２５亿元，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２７７％。
近年来，广东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带动东

西两翼和山区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先导的先进

制造技术及其产业的地区格局已基本形成。珠江

三角洲形成了现阶段我国规模最大、发展速度较

快、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之一，东西两翼也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和优

势特色的产业。

本省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产业的定位、目标和

各地区的优势，分别情况如下：

１．按城市分：
（１）广州重点发展汽车、船舶、中低速柴油

机、核电设备、大型输变电装备、数控机床及

系统。

（２）深圳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
医疗器械、激光加工设备。

（３）佛山重点发展陶瓷、木工、塑料、纺织
等专用及成套设备制造。

（４）东莞重点发展新光伏能源装备、电子及
通讯设备、五金模具。

（５）中山重点发展大型铸锻件、风力发电
设备。

（６）珠海重点发展海洋工程装备、航空
产业。

２．按产业分：
（１）钢铁产业。以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确定的工程为依托，以冷热连轧宽带钢成套设备、

大型板坯连铸机、彩色涂层钢板生产设备、大型

制氧机、大型高炉风机、余热回收装置等为重点，

推进大型冶金成套设备自主化。主要以湛江为主。

（２）汽车产业。结合实施汽车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重点提高汽车冲压、装焊、涂装、总装

四大工艺装备水平，实现发动机、变速器、新能

源汽车动力模块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所需装备的自

主化。主要以广州等为主。

（３）石化产业。以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确定的工程为依托，以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

大型乙烯、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大化肥、大型煤
化工和天然气输送液化储运等成套设备，大型离

心压缩机组，大型容积式压缩机组，关键泵阀，

反应热交换器，挤压造粒机，大型空分设备，低

温泵等为重点，推进石化装备自主化。主要以茂

名等为主。

（４）船舶工业。结合实施船舶工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重点提高焊接、涂装工艺装备水平，实

现船用柴油机、曲轴、推进器、舱室设备、甲板

机械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所需装备的自主化。主要

以广州等为主。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李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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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载体建设

　　广东省高度重视产业支撑载体建设，在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产业基地、孵化器等方面

的建设均取得了一定成绩。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省拥有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１０个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拥有省级以上特色产业

基地１１０家，科技企业孵化器７２家。这些载体有
效地提高了广东省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促进了

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推动

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
各高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新区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２００９年，全省高新区经济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省１６家国家级和省级高新
区工业增加值达３１００亿元，增长２３４％，成为

引领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高新区已

成为广东省创新资源集聚程度最高，创新要素最

活跃的区域。２００９年，高新区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
重为９％，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６个国家级
高新区的企业共建立３３００多个技术开发机构，占
全省总数的５０％；科技活动人员近２０万人，占全
省的３０％。

【全省高新区工作会议】　详见第１０１页。

【启动省级高新区申报审批工作】　积极推动省
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组织条件成熟的

东莞、肇庆、江门等高新区申报国家级高新区。

２００９年，东莞的申报材料已经按程序在国务院办
公厅等待审批。经过省政府的正式批复，广东启

动了省级高新区的申报审批工作，并对韶关、云

浮、茂名、湛江、汕尾、梅州、揭阳等市园区进

行了考察。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见

表６－２－１－１、表６－２－１－２。

表６－２－１－１　国家级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份
项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企业数　　　　　 （个） ２４２３ ２７２８ ３１０９ ３７６１ ３６９５

年末从业人员　 （万人） ５４６４ ６８３３ ８４４７ ９２１２ １１６５５

总收入　　　　 （亿元） ４４２４１３ ５４９３３０ ６５７２８４ ７８５１２３ ９５０５８８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２１０８３ ５１４２６４ ６１１９０７ ７３５２３０ ８６６９１２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８００１５ １０３８７５ １２２５８８ １５５９８７ ２００３１１

净利润　　　　 （亿元） １３８９８ ２１０９１ ３０６４４ ３２９９５ ４２０５８

实际上缴利税　 （亿元） １３０８９ １５４００ ２０８４３ ２６４０２ ３３２９０

出口创汇总额 （亿美元） ２７９１１ ３０５１８ ４１８８２ ４８６２９ ５０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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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１－２　省级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份
项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企业数　　　　　 （个） ５３７５ ２６８４ ３０７０ ３２７７ ２６４７

年末从业人员　 （万人） ４０８２ ３０８６ ３３３３ ４２０７ ４７９９

总收入　　　　 （亿元） １１９８９４ ９４４９６ ９２４３３ ２７３９７１ ３１９０６２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３４４５１ １１３０６５ １１９１３５ ２６９８１８ ３１９４３３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４９３９ ２９８０９ ２９１１５ ８２３２１ ８９０２１

净利润　　　　 （亿元） ６３５２ ５９４９ ６１３４ ２０２２３ ２２５３２

实际上缴利税　 （亿元） ４１８４ ４４５５ ３１８６ ９２４３ １０７５２

出口创汇总额 （亿美元） ３７９７ ３５７８ ４３１３ １５７５２ ２１３８７

【创新高新区管理体制】　推动佛山、惠州实行
“一区多园”管理，完善园区管理体制和经济管

理权限。省科技厅、国家火炬中心和佛山市人民

政府共建佛山高新区的 “创新创业园区”。推动

惠州高新区获得了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财政

预算权。选择佛山南海桂城作为首个重点培育区，

启动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区”建设工

作。研究起草 《高新区考核办法》和 《高新区考

核评价指标体系》。联合省财政厅，研究、起草

《高新区引导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启动粤港共建高新区工作】　２００９年４月，为推
动粤港科技合作，利用香港科技力量建设广东省高

新区，省科技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惠州市人民

政府三方共同签署 《粤港惠合作推进仲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发展备忘录》，共同推进惠州仲恺高新

区建设。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组织部分高新区管委会
负责人和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到香港生产力促进

局开展有关培训，与香港科技园、数码港、六大科

研机构进行交流，开展进一步的科技合作。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胡品平）

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广东省特色产业基地已经成为本省发展地方

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和区域优势产业的重要载体，

为 “三促进一保持”和 “双转移”战略的实施做

出了巨大贡献。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拥有省

级以上特色产业基地１１０家，其中，科技部高新
司特色产业基地２家，国家级火炬计划产业基地
２７家，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７１家。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特色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 １２２万亿
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２４９％。

【突破行政区域界限】　产业基地根据当地情况
和资源优势，统一规划和集成资源，以龙头产业

为核心，注重培育和发展上下游关联企业，不断

完善和延长产业链，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特色产业

集群，推进特色产业基地突破了行政区域界限。

例如，国家级顺德家用电器产业基地，是全国最

大的空调器、电冰箱、热水器、消毒碗柜等家电

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电饭煲和微

波炉供应基地。

【实施特色产业基地品牌战略】　各特色产业基
地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扶持龙头骨干企业，带动

和辐射中小企业，在提升产业整体竞争能力的同

时，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在培育自主品牌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特色产业基
地共有规模化企业５０００多家，年产值超过亿元的
企业约６００家，超１０亿元的企业６０多家，上市
企业５０多家。

【提高基地自主创新能力】　产业基地高度重视
利用高新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积极鼓励基地企

业承担各级科技项目，建立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大大提高了基地的自主创新能力。许多基地因地

制宜，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和构

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多种手段，加强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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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色产业的有机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

国家火炬计划肇庆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以高新

技术为导向，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聚集和培

育地方特色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

色。该基地内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９家，占全市高新
企业总数的１７７％；建有国家级工程中心１个、
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１０个。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黄　攀）

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７２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２０家，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近１０家；孵化场地面积超过３００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４０００多家。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该孵化器是广州科学城
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基地位于广州科学城中心区

西侧，项目占地２６５８６公顷，具有完善的服务支
撑体系和教育培训功能，是培育中外科技企业成长

壮大的理想场所。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主要是为高

新技术产业提供孵化培育服务，产品研究开发、生

产经营、市场策划顾问，投资、融资咨询，技术成

果交易，技术产权市场管理，信息网络服务，国际

科技交流咨询服务，自有房产租赁。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孵化器已经建成分子医学中心、抗体技术中

心、合成与天然药物中心、疫苗研究中心、综合生

物学中心、临床前研究中心６个开放式公共实验平
台；已吸纳了海内外２２名博士后、７５名博士和１３０
多名硕士，在孵企业达到３００家。

【中山火炬高技术创业中心】　该创业中心成立
于１９９２年，是由开发区管委会创办的非营利性科
技创业服务机构。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

力，创业中心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来陆续被认

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广东科技人才

基地 （中山）、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等。创业中心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省、市的重

点科技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计划，如国家火炬

计划中山火炬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现代光学技术

服务平台等；管理制度齐全，已建立起孵化企业

管理制度 （含企业入驻条件、孵化期限、可享受

的服务、责任等）、毕业企业管理制度 （毕业企

业条件等）、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２００９
年，创业中心有在孵企业１２５家，专利近１５０项，
其中发明专利近３０项，５０多项科技成果被列入国
家、省、市等各类科技项目，聚集科技人才１０００
多人，已形成一个技术领先、智力密集、人才聚

集、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孵化企业群体。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林　萍）

大学科技园

２００９年，全省共有大学科技园 ８家。其中，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３家，分别是中山大学科技园、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深圳虚拟大学科技园；省

级大学科技园５家，分别是暨南大学科技园、华
南农业大学科技园、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深

圳大学科技园、南方医科大学科技园。同时，广

东省还引进了清华大学科技园设立广州番禺创新

基地和北京科技大学河源科技园。这些大学科技

园对广东省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高科技

企业孵化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

较大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中山大学科技园在园 （主

园区）企业已达１３０家，实现工业总产值近３０亿
元。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园内共有各类科技企业、

科研机构及中介机构１２６家 （不含分园），实现工

业总产值近２０亿元，其中科技园公司实现总营业
收入达到１３９１万元。深圳虚拟大学科技园累计培
养人才 １０８万多名，其中博士 １２６９名、硕士
２７万多名；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

深圳研发机构８８家，转化科技成果９５９项，孵化
科技企业６２５家，承担国家级项目７４个，获得专
利２４１项。南方医科大学与松山湖管委会合作建
设的南方医科大学松山湖实验动物科技园，积极

服务东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暨南大学科技园、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园、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深圳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均取得明显成效，有

效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林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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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兴　贸

　　２００９年是新世纪以来广东省外经贸发展最为困
难的一年，也是砥砺奋进、迎接考验的一年。在金

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广东省坚持实施 “科技兴

贸”战略，以积极应对危机、提振企业信心为着力

点，近求保增长、保市场、保份额，远谋调结构、

促转型。省外经贸厅深入企业调研，帮助企业解决

进出口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每月做好全省高

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分析；发挥扶持政策导向作

用，引导外经贸企业加大研发、设计投入，创建自

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升

综合竞争力；组织企业参加境外、境内高新技术项

目展洽活动，助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２００９年，全
省实现了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平稳发展。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进
出口总额为２５４４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８％，低
于全省平均降幅４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额的
４１６％。其中，出口额为 １３９３７亿美元，下降
６３％，低于全省出口平均降幅５２个百分点，占
全省出口额的３８８％；进口额为１１５０８亿美元，
下降７４％，低于全省进口平均降幅２３个百分
点，占全省进口额的４５６％。

【各类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　从企业
性质看，２００９年，集体企业、私营企业高新技术
产品进出口额同比有所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国

有企业进出口额同比降幅收窄。

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１０４５４
亿美元，同比下降７２％，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总额的７５０％。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额为 １４５６亿 美 元，同 比 下 降 ２２７％，占

１０４％，较２００８年降低２２个百分点。私营企业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１２３１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５７％，占８８％，较２００８年提高２２个百分点。
集体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７８７亿美元，同
比增长６１％，占５６％。

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为８０６０
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１１％，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
进口总额的７００％。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额为 １６０５亿 美 元，同 比 下 降 １２９％，占
１３９％。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为 １４９９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１７％，占 １３０％，较 ２００８
年提高３１个百分点。集体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额为 ３２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７８％，占
２８％，较２００８年提高０６百分点。

【各地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　从各地市
分布情况看，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
口均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和山区市所占

比重很小，区域发展不平衡。

珠三角９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１３７６６亿
美元，同比下降６４％，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总额的９８８％。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额为１７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７％，占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１２％。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实现正增长有广州、惠州、中山、河源、

梅州、阳江、清远、云浮、茂名等９个市。
珠三角９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为１１４０４亿

美元，同比下降７４％，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总额的９９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高新技术
产品进口额为１０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５０％，占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０９％。高新技术
产品进口实现正增长有广州、佛山、惠州、中山、

河源、湛江、韶关等７个市。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科技发展与技术贸易处　罗赵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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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比较

【本省同比情况】　从进出口同比情况看，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逐月增大，降

幅逐月收窄至个位数，其中，出口降幅从年初

的－３０％收窄至年底的－６３％，进口降幅从年初
的－４０３％收窄至年底的－７４％。
１１、１２月，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单月进出口额

实现了正增长。出口 １４９０亿美元、１６８７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９５％、４６２％；进口 １２２２
亿 美 元、１２９１ 亿 美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３０１％、３６８％。

【与全国比较情况】　２００９年，全省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降幅低于全国３个百分点；进口降幅低于
全国１９个百分点。出口额占全国 （３７６９１亿美
元）的３７０％，比２００８年的３５８％提高１２个
百分点；进口额占全国 （３０９８９亿美元）的
３６９％，比２００８年的３６３％提高０６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占全

国份额有所提高，达到了 “保市场、保份额”的

目标。

【贸易方式比较】　２００９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
加工贸易进出口降幅逐步收窄，一般贸易进出口

增幅逐步拉大。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１１０９０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７９６％，降幅从年初的 －３５５％ 收窄至年底
的－８８％。加工贸易进口额为７１６８亿美元，占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的６２３％，降幅从年初
的－４０１％收窄至年底的－１０３％。

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额为２２４０亿美
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１６１％，比
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９％提高２２个百分点；占全省一般
贸易出口额的２０４％，比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７％提高
２７个百分点；同比从年初的下降１１５％提高到
增长８７％，从８月起连续５个月实现正增长。高
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进口额为２６９７亿美元，增
长２４０％，从２月份起连续１１个月实现正增长，
且增幅不断增大。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科技发展与技术贸易处　罗赵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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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兴　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农村科技工作以提高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强农村科技战略研究，继

续推进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与实施，通过搭建技术创

新平台、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完善科技服务

体系、加快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建设，进一步发挥

科技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加速农村科技成果的转化

和应用，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农业战略研究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依托聘请的２０位农村科技
发展战略专家和其他农业专家，充分发挥专家智

慧，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研究，大力提升了农业科

技管理工作的科学决策能力。

【广东省农业产业技术路线图制定】　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广东省已组织２００多名专家制定３０个农
业产业技术路线图 （见表７－１－１－１），明确了
本省农业领域主导产业近期和中期的发展重点，

为 “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科

学依据。

表７－１－１－１　已制定的广东省农业产业技术路线图一览表

序号 名称

１ 广东省水稻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 广东省鲜食玉米产业技术路线图

３ 广东省薯类产业技术路线图

４ 广东省观赏植物产业技术路线图

５ 广东省蔬菜产业技术路线图

６ 广东省能源植物产业技术路线图

７ 广东省岭南水果产业技术路线图

８ 广东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路线图

９ 广东省食用菌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０ 广东省茶叶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１ 广东省商品林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２ 广东省现代生猪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３ 广东省优质鸡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４ 广东省水禽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５ 广东省对虾产业技术路线图

序号 名称

１６ 广东省罗非鱼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７ 广东省贝类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８ 广东省奶业产业技术路线图

１９ 广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０ 广东省农药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１ 广东省肥料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２ 广东省动物保健品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３ 广东饲料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４ 广东省农产品加工技术路线图

２５ 广东省林产品加工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６ 广东省农业信息化技术路线图

２７ 广东省农业装备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８ 广东省食品安全产业技术路线图

２９ 广东省都市农业产业技术路线图

３０ 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技术路线图

５２２农业科技发展



【广东省农业产业技术路线图选介】

《广东省水稻产业技术路线图》　水稻是广

东省最大宗的粮食作物，占粮食总产量的９０％左

右。广东稻种资源丰富，已收集保存国内外栽培

稻、野生稻资源２２万多份，占全国稻种资源数

量７１９万份的近１／３，位居全国前列，但大量优

异基因尚未被开发利用。广东省水稻生态条件复

杂，对品种类型要求多，灾害性天气频繁，病虫

害发生情况严重，然而，广东省水稻产业区位优

势明显，毗邻港澳、紧邻东南亚，利于发展外向

型水稻产业。

目前，困扰广东省水稻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有：水稻单产徘徊、总产持续下降；栽培技术老

化、良种与良法不配套；水稻产业链条短，种稻

效益低，影响农民种稻积极性；在水稻品种研发

方面，水稻高产优质和多抗相结合的水稻育种依

然未取得重大突破；超级稻育种虽然走在世界前

列，但广适性超级稻品种 （组合）不多；水稻品

种熟期类型配套还不够完善，现有超级稻品种还

未能达到丰产性好、品质优、抗性强三者在更高

水平上的协调统一，水稻分子育种技术体系还有

待完善；广东水稻转基因育种起步较慢；稻米加

工技术总体上呈现出滞后的状态。

为整合水稻产业相关资源，解决产业关键技

术和共性问题，为水稻产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广东省水稻产业技术路线图借鉴 “技术路线图”

的战略研究方法，首先分析确定了水稻产业的边

界和范围，研讨了本省水稻产业地位状况，进行

了国际产业对比分析，通过市场需求分析、产业

目标分析、技术壁垒分析、研发需求分析，得到

了本省水稻产业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顶级研发需

求，并以时间节点、风险高低和利润高低进行了

排序，最后对这些研发需求进行整合，凝练绘制

成了广东省水稻产业的综合技术路线图。

《广东省水稻产业技术路线图》从水稻的种

质资源精深鉴评、良种选育遗传改良、良种繁制

与推广、高效安全可持续生产４个产业环节，分

近期 （３年）和中期 （３ １０年）２个时间节点，

对市场需求要素、产业目标要素和技术难点进行

分析，得到了近期和中期水稻产业的研发需求。

从以上路线图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近期与

中期市场需求中的优异种质及基因、优质高产

（超高产）新品种 （组合）及功能型品种、高效

育种技术平台等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近期产业目

标注重提高稻米的市场竞争力和种稻的经济效益，

而中期产业目标则增加了３个新目标：特优质与

功能型稻米、高效转基因与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和

主要病虫害精确预测与防治技术。通过技术难点

分析发现，在近期主要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优异

种质及基因，而到中期随着自主知识产权优异种

质及基因的不断挖掘，技术难点就集中在如何提

高高质、高抗种质及基因有效利用率；稻谷精加

工技术是从近期到中期都存在的技术难点，需要

组织重点攻关。

从最后的研发需求结论可以看出，从近期到

中期都需要重点支持的研发需求有４个：水稻重

要农艺性状基因的定位及克隆研究、高产优质多

抗多类型的新品种 （组合）选育、优质 （特种）

稻高效安全可持续生产技术研究和稻谷保鲜与精

加工标准化技术研究，这些是制约水稻产业向前

发展的共同因子。近期更加侧重的研发方向是空

间诱变与分子新技术育种研究、水稻良种繁制技

术研究及示范推广、稻谷大米保鲜和加工新技术

研究，中期侧重的研发需求则是特优质与功能型

水稻新品种的培育、转基因与分子设计育种技术

研究、新品种优质商品种子高效生产技术体系研

究和主要病虫害精确预测预报与防治技术研究。

《广东省水稻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制定和实

施，目的在于打破传统单位的隶属和性质的束缚，

优化、整合水稻产业的相关资源，解决产业关键

技术和共性问题，形成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产业

内上、中、下游的技术连接和转移，为水稻产业

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建设具有前瞻性、创新性、

权威性、专业性、开放性的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和

公共技术平台，形成相对稳定的骨干专家队伍，

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保障和促进广东

省水稻产业的健康发展。该路线图将对确保本省

的粮食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６２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广东省优质鸡产业技术路线图》　养鸡业

是我国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规模化集约化程

度最高的产业，中国优质鸡产业是我国养鸡业重

要的组成部分。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广东省优质

鸡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全国优质鸡产业中占据

领先地位，广东省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优

质肉鸡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广东省优质鸡产业

的快速发展在解决人口就业问题，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目前，我国优质鸡产业化发展仍然面临诸多

产业技术问题，包括：育种高新技术应用较少，

优秀地方种质资源利用和新品种选育程度不够，

品种发展程度不一，良种结构尚需完善；通过国

家新品种审定特优质型肉鸡配套系非常少；高密

度大规模饲养条件下的家禽生物安全技术不完善；

养殖场 （户）缺乏健康养殖观念，超量或违禁使

用一些抗生素和类激素等造成鸡肉中药物含量严

重超标；禽类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加工技术水

平低下，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低；规模

化养殖时，养鸡业发展和环境控制之间的不平衡，

使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突出；抗生素等超标问题

严重，难以攻克贸易壁垒；优质鸡产业各相关技

术分散，缺乏有效集成等。

《广东省优质鸡产业技术路线图》是促进优

质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持久竞争优势的思维

方法和工具，在优质鸡产业相关技术经营和研究

开发管理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广东省优质鸡

产业技术路线图》涉及优质鸡产业链中的育种、

营养、生物安全、健康养殖、产品加工和环境控

制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关键技术环节，是整合广

东优质鸡产业领域产学研优势资源，联合开展产

业技术研究开发，解决产业发展中关键技术问题

和共性技术问题的客观需要。

路线图通过专家研讨和调研并结合本省乃至

本国优质鸡产业现状，确定广东省优质鸡产业链

范围为育种技术、营养技术、生物安全技术、健

康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和产品加工技术６个

技术领域。通过优质鸡产业关联度分析发现，与

优质鸡产业关联度较大的产业依次是饲料工业、

兽药业、机械制造业和种植业，关联度较小的产

业依次是能源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产品加工业。

市场需求要素分析针对优质鸡产业链中育种、

营养、生物安全、健康养殖、环境控制和产品加

工等共６个领域，以调研问卷方式对市场需求要

素进行调研，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及专家现场研讨，

在６个领域中凝练出２９个市场需求要素，包括：

１．建立一套国际水平的遗传资源保护、创新利用

平台；２．建立一套优质鸡饲料营养价值评定体

系；３．揭示主要致病基因的功能及遗传变异规

律；４．优质鸡健康养殖模式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５．提供一套优质鸡规范化环境控制操作规范；６．

进一步完善优质鸡现代化加工相关标准及加强规

范化建设等。

进行技术壁垒分析，通过归纳整理，得出６

个领域共２８个主要技术壁垒要素，包括：１．缺

乏优质鸡种质资源数据库；２．缺乏优质鸡肉品评

价标准体系；３．缺乏饲料原料数据库，营养参数

研究不足；４．饲料配制技术不科学；５．对疾病

基础研究薄弱，发病机理不明；６．疾病检测手段

落后；７．健康养殖技术体系不健全；８．环境控

制技术相对落后；９．产品加工生产不规范等。

从优质鸡产业链中的育种、营养、生物安全、

健康养殖、环境控制和产品加工共６个领域进行

了研发需求分析，根据研发需求调查问卷分析结

果，研发需求要素按优先顺序分为顶级、高级和

中级。工作团队总结出以下 ９６个研发需求，其

中，顶级研发需求项目３１个，高级研发需求项目

４７个，中级研发需求项目 １８个，并对最优先

（顶级）研发需求进行了市场风险分析、技术风

险分析和影响利润因素分析，根据技术研发时间

节点将顶级研发需求分类。

制定 《广东省优质鸡产业技术路线图》有利

于提高科技投入与成果转化效率，有利于提升行

业科技管理水平和产业技术进步，是促进优质鸡

产业升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和重大举

措，对推动广东省优质鸡的产业发展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广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　广东蚕桑

７２２农业科技发展



产业有着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３０年来，

广东蚕桑产业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形成了独特的种桑养蚕技术体系，取得了一批重

大的科研成果，平均每公顷桑产茧量超过１５００千

克，居全国乃至世界首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广东蚕桑产业受很多不利因素制约，如：

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力度不够，农工贸、产供销衔

接不够紧密；蚕种、蚕茧市场欠规范；蚕业经营

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和产业技术创新水

平有待提高；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不完善；蚕茧

收烘加工能力弱，龙头企业实力不强，竞争力

有限。

为了解决制约广东蚕桑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和

关键技术难题，描绘广东蚕桑产业技术今后１０年

的发展蓝图，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技厅启动了 《广

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编制工作，旨在为

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加强 “政—产—学—研”的

相互联系，让产业链内形成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

为相关企业提出系列蚕桑产业科技项目，促进蚕

桑产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广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按照技术路

线图编制的要求，沿着市场需求分析、产业目标

确定、技术壁垒分析与研发需求确定的途径，提

出广东省蚕桑产业未来技术发展可选择的方向。

根据蚕桑产业的品种、技术和标准３个产业要素，

依据蚕桑新品种、种养新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

体系、资源利用技术体系和产业标准化技术体系

５个产业环节，通过调查与风险评估、共性关键

问题分析及专家研讨提出了６个市场需求：蚕桑

新品种、蚕桑消毒防病新药物、种养新技术、资

源高效利用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验、蚕茧节

能收烘储存新技术；得出了 １１个产业目标，包

括：蚕桑品种多样化 （抗逆性、抗病性和高产优

质），消毒防治药物多样化，增强稳定性和效果，

减少污染，强化优质原料茧产业化生产集成技术

水平，提高产业化对突发自然灾害与病虫害应急

技术水平，提高产业技术装备水平，高效节能蚕

茧收烘储存新技术及新装备；根据产业目标分析

得出了１２个技术壁垒，包括：实用品种和特殊用

途品种、环境友好型药物研发和病虫害生态控制、

高效生产技术和装备技术水平、原料标准化生产

和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产业管理经营模式和技术

质量标准、蚕茧收烘节能等。

针对５个技术领域涉及的１２个技术难点，经

过专家组分类、归纳、分析、综合及汇集问卷调

查和多场研讨，最终得到了１８个顶级研发需求，

包括：１．强健、优质高产蚕、桑品种选育；２．

分子生物学辅助育种技术；３．种质资源的鉴定评

价与创新利用；４．特殊用途蚕、桑品种选育；５．

蚕种繁育技术改良与集成；６．优质原料茧产业化

生产集成技术；７．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技术；８．

种养专用机具研制；９．消毒、防治药物研制；

１０．蚕、桑主要病虫害防控；１１．蚕、桑功能成

份分析与提取技术；１２．蚕、桑食药用专用品种

筛选及原材料标准化 （ＧＡＰ）生产技术；１３．蚕、

桑资源高效利用及产品开发；１４．家蚕及病原微

生物作为模式生物的应用研究；１５．蚕桑产业经

营模式研究；１６．技术标准制定；１７．收、烘、

缫节能技术与设备研发；１８．蚕桑产业网络信息

化技术服务。

《广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根据产业链

的状况，结合广东蚕桑产业的特点，经过几十位

专家的多次研讨，确定今后１０年广东省蚕桑产业

的目标是：通过５ １０年的努力，全省桑园面积

达到５３万公顷 ６７万公顷；建立粤北、粤西、

西江流域等３个优质蚕茧产业带，桑园面积达４７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桑产茧量由１８７５千克逐步增

加到２２５０千克，年产鲜茧１０５万吨；蚕桑资源

利用产值由１个亿增加到１０个亿，形成规模优势

和产业集群。

要解决的重点关键技术问题和重点研发领域

为：蚕桑品种选育、栽桑养蚕技术、蚕桑病虫害

防控、蚕桑资源利用、蚕桑产业管理与产品质量

检验和技术服务、蚕茧节能收烘储存等六大领域。

近期及中期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抗逆抗病性蚕

桑品种选育、防治药物的研制与开发、优质原料

茧产业化生产技术、蚕桑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

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长期研发需要关注

８２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的领域包括：育种新技术的确立、产业装备技术、

产业技术标准、突发灾害的应急技术。

《广东省蚕桑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制定，描

述了广东蚕桑产业发展的技术远景，为产业提升

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广东蚕桑产业技术进步加快

步伐提供了先进的科学管理工具，使广东蚕桑产

业的创新发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为政府决策、

制定蚕桑产业目标提供了依据和建议，对整合粤

西、粤北和西江流域蚕区优势资源，提高蚕桑产

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广东东西北地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　为了深

入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发挥科技支撑及引领产业与

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省科技厅在编制 《“十二

五”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前期，启动了 “广东

东西北地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专题，旨在把握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实施和 “双转移”深入推进的重大历史机

遇，为广东省东西北地区科技的跨越式发展确定

可行的策略。

根据广东省东西北地区 “十二五”社会经济

发展的趋势及其在全省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中

承担的主体功能，确定其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为：

科技率先崛起战略、双支撑双服务战略和促进和

谐战略。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地区科技创新

能力显著提高；在石化、钢铁和能源为主的主导

产业和支柱产业，以建材、矿产和农产品生产为

主的特色产业形成比较明显的产业技术竞争优势

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石化、钢铁和能源科技整

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代农业科技整体实

力进入国内先进水平；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为东西北地区绿色崛起和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广东省东西北 “十二五”的八大重点科技问

题为：１．东西北江水源地保护与生态恢复；２．

资源依托型产业升级与资源循环利用；３．优质农

产品保障基地建设；４．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与

保护；５．乙烯后加工产业群；６．精细化工；７．

轻工装备制造业；８．电力与新能源。

为了实现广东省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发展目标，

在石化、钢铁、新材料、核电、太阳能、海洋生

物、绿色食品等优势产业建立一批科技创新中心

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培养选拔１０００名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２００个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研发团队；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

长，到２０１５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比重达到１５％；明确本省对东西北地区科技

财政投入的倾斜力度，建立东西北地区科技能力

建设专项，竞争性项目向东西北地区倾斜；在省

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 “双转移”专项，支持 “双

转移”产业园中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产业共性技

术开发；健全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东西北地区的挂

钩帮扶机制并加强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协调工作。

【广东省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重大科技问题

研究】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内容。该研究在对广东省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的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未来低碳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

凝练出广东省下一步的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和重点

任务，并提出保障措施。

广东省的农业科技发展已经呈现出科技创新

能力、关键技术突破能力、农业企业创新能力、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高的良好局面。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年，广东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实现５５９２％，

依靠科技进步创造农业价值的能力已经达到新阶

段。但广东省的农业科技发展也存在一定不足，

围绕新时期广东现代农业的功能与定位，广东现

代农业与新农村发展科技需求主要包括：１．农产

品及加工产品生产保障技术需求；２．效益农业发

展科技需求；３．生物和生态安全科技需求；

４．外向型农业科技需求；５．都市农业科技需求；

６．广东新农村建设科技需求；７．农业科技服务

需求。

基于上述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和需求，结合未

９２２农业科技发展



来农业科技发展的趋势，确定广东现代农业和新

农村建设下一步发展的主要目标为：１．构建农

产品与食品安全以及生物和生态安全的技术体

系；２．优先发展领域内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３．农业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４．布

局合理的开放型的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科技创

新体系；５．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要实现上述目标，应重点实施８个重大专项：

１．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科技工程；２．生物和

生态安全科技工程；３．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科技

工程；４．现代农业产业关键技术科技工程；５．

农产品增值科技工程；６．农业工程和信息技术科

技工程；７．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工程；

８．新农村和区域农业科技工程。

为使农业科技创新工作进一步深化，广东省

有必要从以下５个方面提供政策保障：１．深化农

业科技体制改革；２．加强农业科技产学研战略联

盟；３．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人才队伍；４．

完善科技投入机制；５．加强农村科技推广、科普

示范、科技培训体系建设。

“十二五”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

谐社会、全面推进广东省农业产业与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阶段，也是深入推进 《广东省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和 《珠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的各项战略部署的落实、建设创新型广东、

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时期。新的形势下，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建设方

式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绿色、低碳经济以

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提出，使得科技支

撑日益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高效路径

和重要推手。此时，掌握广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

建设中的科技发展现状，凝练所需重大科技问题、

关键共性技术，筛选出若干重大专项并明确未来

的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及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农业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与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对 “十一五”期间的农业

科技计划、农业科技专项、国家项目等进行跟踪

管理，共完成了２８６个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其

中，实施期限已到的农业科技专项全部通过验收，

办理农业科技成果鉴定项目６０多项。

【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共受

理农业科技专项２１１项，其中，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４８项，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４４项，星火产

业带１６项，现代农业科技强县２项，城镇化技术

集成应用试点２６项，新农村试点项目３３个，新

农村星火计划项目４１项，田园农业科技服务专家

行动计划项目１项。全年共立项９４项，其中，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１６项，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１８

项，星火产业带 ９项，现代农业科技强县 ２项，

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１０项，新农村试点项目

１９个，新农村星火计划项目１９项，田园农业科技

服务专家行动计划项目 １项，安排经费 １４２８

万元。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启动了 “农产品安全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连续支持３年，每

年投入科技经费至少１０００万元。该专项主要从开

展产地环境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安全农业投入品

开发、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健康养殖技术研

究与示范、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和农产

品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示范等６个方面进行

系统研究 （详见第２５５页）。此外，广东省还设立

了 “动植物优异种质资源鉴评与利用”与 “现代

农业装备”两个重点专项共１０个项目予以立项，

安排经费６００万元。安排 “农业产业推进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典型生态区优质、高产、高效、安

全、生态种养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两类重点项目

立项３２个，支持经费１７９０万元。设立应急项目

“人兽共患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研究”１个，支持经

费１００万元。安排省直引导项目２９５个，地市引导

项目１５９个，分别支持经费１６６９万元和９１１万元。

０３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表７－１－２－１　广东省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情况 （２００９）

序号 类别 申报数 （项） 立项数 （项） 支持经费 （万元）

１ 重点专项 １０９　 １６　 １６００　

２ 重点项目 ４７　 ３２　 １７９０　

３ 引导项目 ９２８　 ２９５　 １６６９　

　＃省直 ５１８　 １５９　 ９１１　

　 地市 ４１０　 １３６　 ７５８　

４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４８　 １６　 ２７０　

５ 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４４　 １８　 ２７０　

６ 星火技术产业带 １６　 ９　 ２２０　

７ 田园农业科技服务 １　 １　 ５０　

８ 现代农业科技强县 ２　 ２　 １００　

９ 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２６　 １０　 １９５　

１０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科技

示范
３３　 １９　 １５８　

１１ 新农村星火计划项目 ４１　 １９　 １６５　

１２ 粤港招标 １６　 ８　 １０７６　

１３ 应急项目 １　 １　 １００　

１４ 合计 １３１２　 ４４６　 ７６６３　

【农村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
厅与省财政厅共向科技部推荐了１５个农村科技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获立项１４个，其中重大项目１
个，获得资助资金１０７０万元，推广了 “四元杂交

肉猪生产与肉品加工技术”“优质军曹鱼种苗规模

化繁育新技术”“热带水果原汁及其系列饮料加工

技术”“水产下脚料制备胶原多肽关键技术” “食

用菌大宗食品基料和休闲营养食品加工技术”和

“吉奥罗非鱼的亲本选育与规模化制种技术”等一

批农业先进技术 （见表７－１－２－２）。

表７－１－２－２　广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立项情况 （２００９）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１ 四元杂交肉猪生产与肉品加工技术集成与转化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２ 新型环保叶面硅肥的生产技术与应用示范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３ 华南特色瓜类新品种生产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４ 禽流感多联疫苗中间试制与临床试验 华南农业大学

５ 荔枝综合保鲜技术中试与转化 珠海真绿色技术有限公司

６ 优质军曹鱼种苗规模化繁育新技术集成与示范 广东海洋大学

１３２农业科技发展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７ 热带水果原汁及其系列饮料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和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

８
特种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及无溶剂型新一代节能减排

农药产业化开发

汕头市大千高新科技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９ 水产下脚料制备胶原多肽关键技术的中试与示范 汕尾市五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
食用菌大宗食品基料和休闲营养食品加工技术产业化

示范
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 淀粉资源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及示范 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传统潮式卤水肉制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应用与示范 广东康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吉奥罗非鱼的亲本选育与规模化制种技术中试与示范 茂名市伟业罗非鱼良种场

１４ 促释型磷肥的产业化与应用示范 阳春市春磷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还对２００６年度立项的１０
个项目进行验收，对２００７年度立项的１１个项目
进行监理。

根据对验收的１０个项目和监理的１１个项目
的数据统计，项目执行期内，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９９２４１２万元，销售收入３６２４８５９万元，净利润
９６７９７５万元，缴税总额４９５０５９万元，开发新
品种、新产品４３个，开发或推广新设备９项，开
发新技术新工艺４４项，获专利权３２个，发表论
文１００篇，培养人才 ９７名 （其中博士生 １１人、
硕士生 ３３人），举办培训班 ２４４期，培训人员
１６２６６人，建立试验试范区 （基地）９０个，建立
中试生产线１３条，生产线２５条，新增就业人员
９０６０人，带动农民１４９２３２人。转化资金的带动

作用达８倍 （累计投入资金９９２４１２万元，其中
转化资金１１０１６７万元），即１元转化资金的投入
带动了８元的资金投入，充分体现了转化资金的
带动和示范作用。

【星火计划】　２００９年，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立项１９
个，包括２００９年推荐的广东省科技信息中心的
“广东省星火科技１２３９６信息服务与技术示范”、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的 “设施作物栽培技术示范与应

用”、华南农业大学的 “蔷薇科特色水果高效栽培

及加工技术应用示范”和博罗县东田实业有限公司

的 “液压隔膜式电动喷雾器技术应用示范”这４个
项目及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推荐的１５个项目，共获支
持经费９１０万元 （见表７－１－２－３）。

表７－１－２－３　广东省获国家星火计划重点项目立项情况 （２００９）

序号 项目名称

１ 芦苞镇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集成应用

２ 粤式传统肉制品现代加工技术

３ 粤西热带亚热带水果平衡施肥技术应用示范

４ 铝合金大锭长棒加热炉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

５ 罗非鱼深加工关键设备研制与产业化开发

６ 南海水产动物病害防控技术应用示范

７ 基于食物安全追溯体系在供港澳水产品中的应用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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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８ 现代花卉与奶牛种养技术在沙湾镇的示范推广

９ 基于有线电视网络的村用计算机技术应用开发

１０ 瓜果、花卉保鲜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１１ 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技术开发

１２ 松树人工林材脂高产培育和松香利用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１３ 水产养殖专用高效复合添加剂预混料的研发

１４ 出口型果香型荔枝酒加工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示范

１５ 利用花生粕制备呈味基料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研究

１６ 广东省星火科技１２３９６信息服务与技术示范

１７ 设施作物栽培技术示范与应用

１８ 蔷薇科特色水果高效栽培及加工技术应用示范

１９ 液压隔膜式电动喷雾器技术应用示范

南海水产动物病害防控技术应用示范　我国是
海水养殖大国，广东、广西和海南组成的南海地区

是我国水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在发展对虾

养殖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各种对虾病害问题的威胁。

由广东海洋大学牵头，针对南海地区水产产

业带所存在的问题，开展渔用疫苗、对虾生态养

殖调控和中草药免疫增强剂开发技术的研究和示

范，以实现广东省水产产业带的技术升级和快速

发展。项目通过疫苗、生态养殖调控技术及中草

药免疫增强剂的大规模应用，海水养殖鱼类和对

虾的疾病防控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降低了养殖

的疾病风险和病害防治成本，促进生产的快速发

展。更重要的是，项目的实施可使海水养殖污染

显著降低，有效地保障海水养殖产品安全，增强

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

建立疫苗产业化基地１个，建立对虾养殖调控标
准１套，开发１ ２种中草药免疫增强剂，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２ ３项，发表论文６ ８篇，其中
被ＳＣＩ收录论文２ ３篇。

蔷薇科特色水果高效栽培及加工技术应用示

范　果树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其
中，蔷薇科果树在我国的果树业中占半壁江山。除

了已经得到很好开发并为人们所熟知的苹果、梨和

桃这样的大宗果树，还有为数众多的特色果树。

该项目以李、甜樱桃和枇杷这３种蔷薇科特
色果树作为开发对象，可使各个地区均有２种合

适的开发树种，作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品种更

新换代的优选对象，对于农民致富、农业增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集成创

新技术可以应用于遭受汶川强地震的果园灾后重

建，较快地恢复和更好地发展汶川的山区农村经

济，使当地果农的收入比灾前有较大的提高。

项目内容及相应指标如下：１．李、甜樱桃和
枇杷３种果树的品种引入和更新换代以及最佳砧
木的组配，引入国内外的优良品种１０个以上，其
中有一半的品种属于新筛选组配，高接换种或育

出并栽植上述品种１０万株以上；２．配套的栽培
技术，根据新品种的特性制定配套的栽培技术标

准３个并加以实施，使无公害化的成品率达到
９０％以上；３．采后方面，甜樱桃和枇杷的采后处
理提高效益１５％以上，多样化加工李则能提高效
益２０％以上。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０９年，由省科技厅牵
头，联合海南省科技厅和广西科技厅承担的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 “南海区海水养殖产业升级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该计划项目实施两年来，取得了一批科研成

果，特别是在虾头综合利用技术、植物蛋白源营

养拮抗因子的降解去除技术、对虾选育与制种技

术、点带石斑鱼规模化繁育技术、神经坏死病毒

基因工程疫苗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为构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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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水产养殖技术与优化奠定了基础。该项目

共发表论文１０６篇，其中被 ＳＣＩ收录３９篇；受理
或申请专利３９项，制定标准１３项；创制新产品
１１项，新材料５项，新工艺６项，新装置３项，
新品种１个；建立试验基地２３个；建立中试线７
条，生产线２条，技术集成共７套。项目涉及南
海区域内的广东、广西和海南等重要海洋农业省、

自治区，区域内从业人员达几十万人，据不完全

统计，直接经济效益可达４０亿元以上。

【农产品科技创新】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组织水稻、
玉米、瓜类蔬菜、优质鸡、对虾、能源甘蔗、罗

非鱼、柑桔、食用菌、食用油、茶叶、香蕉等１３
个本省农业主导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工作，共支持经费１４００万元。据不完全统
计，培育出新品种 （系）１７０多个，其中，２４个
获得国家和省品种审定，推广应用新品种 （系）

３０个，推广应用种植面积达８３万公顷，大大提升
了本省农产品的良种储备和种质资源库，使本省

主要作物良种覆盖率达９３％以上。
例如在水稻产业化推进项目中，“水稻空间诱

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应用”获得２００８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３３个新品种 （组

合）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其中，“淦鑫２０３”被认
定为国家超级稻品种；项目组在省内示范推广新

品种 （组合）１５６３３万多公顷，其中，超级杂交
稻 “天优９９８”连续４年成为全省推广种植面积
最大的水稻品种，“粤晶丝苗２号”成为常规稻种
植面积最大的品种；水稻 “三控”施肥技术在省

内应用推广达１６６７万公顷，每公顷比当地习惯
施肥法平均增产５２５千克，每公顷增收节支１３５０
元，创经济效益达１５亿元以上。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批准建设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１６个，安排资金２７０万元，带动
地方和建设单位投入配套资金４５７５多万元，辐射
带动农户１２万户；共建成实验室建筑面积４８２０
平方米，购置仪器设备３１００万元；拥有研发人员

３０５人，其中中高级以上人员１１２人；可实现年新
增产值约３５７２０万元，年新增销售收入３１１６０万
元，年新增利税２５７５万元；年均推广科技成果、
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３３项，开发新技术、新
品种和新工艺１６项。

广东省水产种苗开口饲料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建立以来，增加新产品３个以上，产品质量达到
行业最高标准；采用特殊的调和、混合、乳化等

生产工艺，增强产品消化性能，使产品细度在８５
微米以上，营养吸收率提高到８０％以上，减少了
环境污染，真正做到环保无公害养殖；示范推广

面积达３００公顷，为水产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培训和咨询等服务，使养殖户的利润率达２０％。

【科技示范基地】　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主要以健
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星火产业带和典型生态区

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种养技术集成应

用示范基地为主。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建了健康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１８个，星火产业带９条，典型生
态区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种养技术集

成应用示范基地１９个，集产地、产品、企业、技
术、成果为一体的农业科技集成创新体系的构建

成为农业科技的一大创新点。

例如依托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双山农场建设

的广东省德兴种养生猪规模化养殖健康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集成创新了绿色饲养技术和污染治理

技术，主要包括：在猪肉品质安全方面采用早期

断奶隔离饲养系列技术，养殖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采用沼气发酵和固体粪便有机肥生产技术相结合

的循环经济型污染综合治理技术。这些技术的使

用，杜绝了抗生素等药物的滥用，较好地解决了

耐药菌株和猪肉药物残留问题，避免对基地及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使基地年减少猪场粪污排

放５万吨以上，新增有机肥１８００吨、沼气９万立
方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农业科技合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通过重点实施跨省区、省内
区域农业科技合作，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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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科技大联合、大协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启动了粤闽台乌龙茶、粤湘
米业、粤赣脐橙３条跨省星火产业带和湛江市菠
萝、汕尾市果品等６条省内星火产业带建设，共
投入资金２２０万元，联合福建、湖南、江西、台
湾地区和汕头、韶关、梅州等９个地级市共计约
６３０家企业和研究机构自筹经费约１３亿元，带动
农户１３０万户，户均增收７６０元，培训农民１８万
人次。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共组建省级星火产业带
９条。

通过跨省区星火产业带建设引进省区外先进

技术、管理、设备和人才向广东集聚，共同推进

广东区域主导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例如，为

推动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拓展广东省与福建、

台湾的农业科技合作领域，在汕头成功举办了粤

闽台园艺科技学术研讨会暨粤闽台茶叶星火产业

带建设启动会，通过乌龙茶产业带的发展联动广

东、福建的茶叶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企业的规模

和效益年增长高于５％。产业带的发展也带动了
包装、物流、外贸等行业的发展，扶持了一批专

门提供区域内乌龙茶生产、加工等技术研发及培

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成了包含乌龙茶市场供

求信息、新产品及科技动态等的信息服务网络，

培养了一批技术水平高或销售能力强的人才，辐

射带动产业带３０％以上的农户致富，实现了乌龙
茶 “大产业”的战略分布。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多元化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提高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率的重要途径。２００９年，广东继续加强
基层农业科技服务工作，将科技种子广播农村，

为广大农民服务，带动农民致富。

【科技下乡活动】　根据各地对农业先进适用技
术的需求，结合农时，与各地市共同组织形式多

样的科技下乡活动。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已组织
５００多名专家到汕头澄海和南澳、肇庆怀集、阳
江阳春、茂名茂南区、河源东源县等地举办了多

期培训和现场咨询活动，推广了一批农业先进适

用技术，共发放资料十多万份，赠送了一大批良

种、肥料，接受培训和参与科技咨询的农民超过

１０万人次。

【田园农业科技专家服务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年，
广东省继续实施田园农业科技专家服务行动计划，

投入资金５０万元组建了一支由２００多名一线农业
科技专家组成的成果推广队伍，在农村新建４８个
技术推广服务点，培训了２０００名以上专业户农
民，推广示范２００多项技术，带动了一大批农民
致富。

【“双到”扶贫】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驻村干部在
东源县上莞镇仙湖村全面开展 “双到”扶贫工

作。组织召开政策学习座谈会４次，新发展２名
党员；组织村两委干部和村小组长到华南农业大

学增城茶叶基地、广东科学中心参观学习各１次；
为村农家书屋购置１万元图书；针对仙湖村现有
茶园管理水平低、茶叶产量不高和加工工艺不规

范等问题，邀请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举办

茶业生产管理技术讲座１次，组织专家到茶园进
行现场技术咨询累计６次。

为贯彻落实 《关于我省扶贫开发 “规划到户

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省科技厅组织华

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省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

先后４次对厅定点帮扶对象东源县新回龙镇留洞
村进行调研，并制定了工作方案。计划主要通过

发展种菜、种植竹子、养鸡、养蜂等产业，扶持

发展村集体经济，提供实用技能培训，提供技术

和信息支撑以及提供适量的帮扶资金等措施，按

照 “一户一策，一户一人”的原则及与贫困农户

挂钩包户的方法，将留洞村９０多户贫困户的扶贫
任务具体分解，进一步落实到厅机关１２个处室和
１０个厅属单位干部对口挂钩扶贫，实施开发式扶
贫，从而实现被帮扶的贫困人口１００％达到农村
年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的目标。

【农业科技培训】　２００９年，根据甲型 Ｈ１Ｎ１流
感疫情，广东积极组织省农科院兽医所、华南农

业大学的专家赴茂名、肇庆、韶关、云浮、清远、

汕尾、惠州等地开展甲型 Ｈ１Ｎ１防控技术培训讲
座十多次，对提高当地养殖户的防控意识和水平，

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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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省星火科技培训网络、农业科技资源

和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广东通过多种培训形式开

展星火科技培训和农民工技能培训。２００９年，全
省各级星火培训基地和星火学校共举办管理、技

能、适用技术培训班７５４期，培训学员达３６万
多人次。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

２００９年是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 （以下简

称 “直通车”工程）的深化应用年。通过６年来
的实施建设， “直通车”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已

建立起综合功能强大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搭建了

３０多个专业数据库，拥有１０００万条信息，信息
内容覆盖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农村、

农民和农业提供了全方位的科技信息服务。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已开通了２０个地级市和６０个县市
区、２０００多条行政村的近２万个直通车机构，初
步建立起了全省的信息服务站网络，全省已发展

农村基层信息员近万人；发展了新市场和新产业，

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提高了农民收入、农

民效益和农民素质，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信息化带

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子，使全省３０００万农
民受益，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管理】　２００９年，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
程实施办 （以下简称 “实施办”）详细梳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所有已经验收的１１８个项目，完成
２００７年５２个项目和２００８年 “直通车”工程专项

４８个项目的验收工作，拓展直通车平台的网络环
境，建立面向 “三农”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

商务服务平台，并整合专项实施以来的成果到省

级门户网上，为广大用户提供专业服务。

在全面总结 “直通车”工程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工程总体要求，组织广东省科技信息中心和

广东村村通科技有限公司集中立项，完成２００９年
项目的立项论证、专项申请等工作，立项项目共

计４个大类２５个子项目，立项金额为１５００万元。

【信息资源联盟机制建设】　２００９年，实施办完

成对省价格监测中心、省气候中心等８个省属信
息资源建设承担单位、资源建设项目的跟踪检查，

并制定相关资源共建管理办法 （草稿）；先后与

省委组织部远教办、省妇联、新华社、卫生厅等

探索资源联盟合作方案；与农科院兽医、植保、

肥料等研究单位合作共建农业科技直通车。

【综合信息服务】　围绕农业生产产品的特征，
开展农业电子商务推广，为全省农业企业、种养

殖大户、行业合作社等提供网上的农产品电子商

务服务，实现岭南特色农产品的网上供求信息发

布、价格发布、竞价排名、供求撮合、信息推送

等服务内容。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网上推荐的农
业企业和大户有近千家，有力地提升了广东特色

农产品的竞争力。考察汶川农业种植和养殖情况，

结合汶川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援建汶川农

村信息直通车建设方案。

结合广东农业产业带情况， “直通车”工程

面向广东１５个农业大市，围绕植物、动物行业的
农业科技病虫害防治，依托省农业科研院所的技

术力量，启动建设动植物医院，为农户、种养殖

大户、农业企业提供在线病虫害防治服务。

２００９年，“直通车”工程重点在省内相关大
专院校组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专家团，首批征集

１０００名专家，利用１２３９６服务热线为本省农民提
供农业科技方面的电话语音服务，受到了广大农

民朋友的热烈欢迎。

【信息员培训】　２００９年，广东进一步加强信息
员培训工作。以农业企业、种养殖大户、农业行

业协会等作为主要目标，培训全省的骨干信息员，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汕尾、河源、茂名、清远、
韶关等地进行了１０场培训工作，培训骨干信息员
近１０００名。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编著出版了广东农村信息直

通车工程信息员培训教材多媒体系列教材，教材为

一套３本共５０万字，光盘版１８０分钟，包括 《农

村信息化与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农村信息直通

车工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使用指南》《农村信息经

纪人实务》。教材以卡通形式为主，通俗易懂，共

印制５０００套 （１５０００本书和１５０００张光碟），分发
到全省各市县作为农村基层信息技术培训教材。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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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是林业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一年。６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了林业工作会议。
９月，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召开了全省林业
工作会议，对新时期的林业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全

面部署。在这一年中，全省林业科技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林业

工作会议和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及黄华华省长调研

广东林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科学发展

广东现代林业的总目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科学谋划，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全省林业科技

和交流合作工作取得了新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专项】　为大力推进林业科技创新，
提高广东现代林业科技支撑水平，广东省人民政

府于２００８年批准设立了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省
财政给予专项资金支持。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林业科
技创新专项全面启动实施，省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１０００万元，用于开展林业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
示范。

２００９年初，广东省林业局召开了林业科技创
新专项实施启动会，全面启动了优良乡土阔叶树

种良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等１３个项
目，重点开展乡土阔叶树种、珍贵树种、工业原

料林树种、油茶良种选育及生态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力争尽快选育出一批林业生产上急需

的林木良种，建立主要树种的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解决林分改造、生态林可持续经营、困难立地造

林、灾后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等关键技术问题，建

立一批区域性的林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基

地，充分发挥林业科技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

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下旬，省林业局举办了全省林业
科技管理培训班暨林业科技创新专项实施情况汇

报会，开展了林业科技专项管理培训，集中汇报

了２００８年度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项目实施情况，
并进一步研究了加强专项实施和管理等工作。据

初步统计，全省参与专项研究与示范工作的单位

达８０多个，科技人员达５００多人。在前期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通过专项的实施，选择和引进了乡

土阔叶树种、珍贵树种、能源树种等优良种源近

２５０个，建立种质资源基因圃３０７公顷、试验示
范林９３３公顷、优良苗木繁育基地３３３公顷，繁
育优良乡土阔叶树种和珍贵树种苗木１１００多万
株，项目总体进展良好。

在２００８年度项目的基础上，２００９年按照整合
资源、上下联动，提升层次、完善布局的立项原

则，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继续安排１６个项目，重
点在完善创新内容、优化试验示范基地布局上下

功夫，进一步促进示范带动作用的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示范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林
业局继续把构建林业科技创新平台、提升林业科

技创新和支撑能力作为林业科技的一项重点工作，

大力推进林业科研开发、资源共享、成果转化等

公共科技创新和支撑平台建设。

完善省级林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进一步完善了省级林业科研试验示范

基地建设，建成了优良乡土阔叶树种、桉树、相

思、湿加松、速生高脂马尾松及能源林、珍贵用

材林树种试验示范林共１３３３公顷，初步构建了
集科学研究、科技示范、成果推广、科普教育于

一体，全省林业重点科研项目、科技成果与林业

优势科技品牌试验示范与展示的创新平台。

启动建设省优良珍贵树种培育试验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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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启动建设了省优良珍贵树种培
育试验示范基地。在肇庆市北岭山规划建设珍贵树

种展示区、檀香区、柚木区、土沉香区、格木区、

楠木区、降香黄檀区等七大试验示范区，完成了

６６７公顷檀香、黄花梨、柚木、铁力木、楠木、格
木、红锥、土沉香等优良珍贵树种的种植。

推进省森林生态效益监测网络建设　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进一步推进了省森林生态效益监测网

络建设，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流域森林生态

效益监测站和国家林业局广东沿海防护林森林生

态定位研究站、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定位研究站逐步完善。２００９年，国家
林业局还批复了广东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在广东南岭自

然保护区建设广东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广州市城市森林生态长期定位研究网络初步建成，

这使全省的森林生态效益监测网络架构基本成型，

为率先在全国建立起省级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网络

打下了良好基础。

启动建设马尾松良种繁育基地、现代林业试

验示范基地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启动建设广东高脂
马尾松良种繁育基地、广东大南山现代林业试验

示范基地建设，通过林业科研院所、推广机构和

生产单位的多方合作，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与示范推广。

推进区域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
东省积极推进区域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佛山、

江门、东莞、肇庆等区域性林业科技示范基地建

设进一步推进，东莞林科园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建

“华南农业大学 （东莞）研究生科研基地”。佛山

茶花创新基地被中国花协茶花分会授予 “中国华

南茶花研发中心”称号。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科技项目与成果奖励

【科技项目支持】　２００９年度，全省共落实国家
引进先进林业技术、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中央

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林业标准化等项目 １７
项，合同资金１７８２万元；落实省部产学研结合、

农业科技攻关、实验室体系建设等项目１０项，资
金１２８万元。加上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１０００万元、省农业标准化专项林业项目资金２００
万元，２００９年中央和省投入广东林业科技项目资
金达到了３１１０万元，在２００８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一倍，对进一步推进广东林业科技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南方森林

标本馆和林木检验检测基地项目也经省政府批准

立项，同意一次性支持３０００万元。省政府还同意
拨款８００万元用于现代林业试验基地的南方生物
种质资源库建设。

【科技项目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林业局全面推进
国家科技支撑专项、“９４８”项目、省部产学研项
目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黑木

相思和马大杂种相思施肥技术、红花荷等木本花

卉和乡土阔叶树种无性扩繁技术、丛生竹类快速

育苗技术、木材防腐剂快速检测与木材热处理改

性技术、杉木优良无性系组培扩繁技术、森林消

防远程输水扑救技术、节能节源型松脂深加工技

术、桉树枝瘿姬小蜂防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新的

进展。选育出了一批杂种松、黑木相思、马大杂

种相思、橄榄、秃杉等优良品系，有１７个油茶优
良无性系申报省级林木良种被审 （认）定。

【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９年，全省有１５项林业科
技项目通过市级以上成果鉴定或验收；５个项目
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１
项、三等奖４项；２项林业科技成果获第３届梁希
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９个科技推广项目成果
获２００８年度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其中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３项；广州市林业科技推广站获全国
第２届梁希科普奖集体奖。

项目名称：绿僵菌生物杀虫剂研究及推广

应用

承担单位：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

获奖情况：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一等奖

广东桉树种植规模大，约有５０％的幼林受白
蚁危害，受害后死亡率达 ２０％ ４０％，如不防
治，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３６亿元。经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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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室内外防治试验和３年林间应用检验，广东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研发的生物农药绿僵菌

复合剂防治桉树白蚁技术，能有效控制白蚁对桉

树苗的危害，可保证桉树造林成活率达９５％以上，
平均提高成活率１５％。在项目推广的３年时间里，
通过研究、示范、宣传等多种途径让桉树种植者

了解该技术的防治方法、防治效果及经济生态效

益，该技术逐渐扩大推广应用范围，在广东省和

周边省份推广应用面积达１５３万公顷，挽回经济
损失１３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制定的广东省地方标

准 《绿僵菌微生物杀虫剂》和 《绿僵菌复合剂防

治桉树苗期白蚁技术规程》于２００８年经广东省质
监局发布实施。通过示范和推广，已经形成了以

各地市林业局为中心，以惠州金太阳科技林业有

限公司、怀集东集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梅州光大

集团、广西岑溪中林林业发展公司、个体造林户

为主导的用户群体，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应，使

桉树造林受白蚁危害而造成成活率低的问题得到

了较好的解决，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减少

了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表７－２－２－１　林业主要获奖项目列表 （２００９）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１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棕榈科植物的引种驯化、评价与

应用技术研究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等

２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孑遗植物桫椤和黑桫椤的种群

遗传结构和分子系统发育地理研究
中山大学

３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第３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木质废料中密度纤维板工艺技术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４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汕头市引种红树植物无瓣海桑、

海桑研究与示范
汕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５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矿山植被生态恢复技术及植被

生态稳定性跟踪评估研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

６ 第３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绿僵菌生物杀虫剂研究及推广

应用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等

７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一等奖

生物农药绿僵菌复合剂防治桉树

白蚁技术推广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等

８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二等奖

木质废料循环利用中纤板工艺

技术推广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９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二等奖

ＸＨ４０３远程输水系统在森林消防
中的推广应用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等

１０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二等奖

沿海防护林内层沙滩引种果树

优良品种研究示范
汕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１１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三等奖

笋用竹良种选育的研究与示范

推广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１２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三等奖

巨尾桉优良杂种无性系扩繁与

示范推广
高要市林业局

１３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三等奖

珍贵用材树种西南桦丰产栽培

技术推广

肇庆市国有林业总场

北岭山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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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１４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三等奖

紫绣球花卉品种的引种试验与

推广

珠海市花卉科学技术

推广站

１５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三等奖

桉树红叶梢枯病防治研究与推广

应用
湛江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１６ 第２届梁希科普奖 梁希科普奖集体奖 广州市林业科技推广站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科技示范推广和技术服务

【林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紧
紧围绕林业重点工程建设，继续加强湿加松、优

良笋用竹、地带性森林植被恢复等林业科技示范

基地建设，加快湿加松、高脂速生马尾松、桉树

和油茶优良品系及松材线虫病综合控制技术、椰心

叶甲综合控制技术、南方人工林木材防腐技术等的

示范推广。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９年共推广林业新技
术、新品种面积超过３３万公顷。通过示范，有力
地促进了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为林业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科技推广体系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进一步加
强科技示范县和基层林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博

罗、德庆、龙川３个县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列入第１
批全国林业科技示范县；肇庆、德庆、潮阳、五

华、乐昌、揭阳等市 （县）林业科技推广站 （林

科中心）被列入２００９年中央财政基本建设项目。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省林业局积极开
展 “科技进步活动月”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学术

讲座、学术报告、科技咨询、送科技下乡等活动，

让科技成果惠及民众，服务于基层林业单位和林

农。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９年，全省共举办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木材保护、森林防火、乡土阔叶树

种选育、森林病虫害与生物杀虫剂、天敌昆虫、

生物技术应用与药用植物品种开发、木本花卉育

种与栽培、沿海防护林及其生态定位研究等较大

型的林业学术研讨、交流等活动２７场 （次）。全

省各级林学会共组织科技人员下乡９８０人次，举
办较大型的技术培训班８２期，参加培训人员共

５３３０人 （次）；印发林业科技信息专刊、实用技

术小册子共７１０００份；组织２７０位专家和科技人
员为基层单位提供技术咨询，切实为林农提供科

技知识和解决林业生产上遇到的疑难问题。

为更好地推进科技服务林改工作，省林业局

印发了 《广东省林业局 “科技服务林改”行动实

施方案》，力争经过５年左右的努力，通过林业科
技创新、科技示范、科技特派员等系列行动，以

林业新技术、新品种示范推广及实用技术培训、

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等为主线，组织和动员广大

林业科技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科技服

务林改的活动中去，建立科技人员服务基层、服

务林农的长效机制。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林　业　科　普

广州市帽峰山森林公园被国家林业局等单位

授予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广东大雾

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广东高要市林木良种繁育高

新技术中心、广东茂名森林公园、广东南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广东省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

园、广东省惠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等６个单位，

经中国林学会审批，先后被授予第 １、第 ２批

０４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称号，并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由
中国林学会颁发了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牌匾。

林业科普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据不完全统

计，省林学会及省林业局直属单位学会组和部分市

林学会共编写了林业科普画册、宣传画报、实用技

术丛书等３５万份，展示科普实物３０多种、科普
展板４０多块，共３００多名科技工作者 （志愿者）、

１０多万群众参加了活动。２００９年 ３月在广东省
“鸟节”及 “爱鸟周”期间，全省开展了以 “保护

鸟类资源，繁荣生态文化”为主题的科普活动，广

泛宣传生态文明观念，打造繁荣的林业文化体系。

广东省林学会、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共同

主办的林业学术性刊物 《广东林业科技》加入了

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已被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数据库》收录。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影

响力不断扩大，在全国同类别 （省办林业类学术

刊物）期刊中排名前列。刊物在促进林业科技交

流、科学普及、科技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林业标准化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紧密结合本省林业生态建设
和产业发展实际，加快林业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和

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发挥标准化示范带动

作用。有４项林业行业标准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发
布、６项广东省地方标准经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批准发布 （见表７－２－５－２）；台山湿加松优
良无性系快繁、西江流域生态公益林工程建设、

怀集茶秆竹３个省级林业标准化示范区通过验收。
本省承担了小叶榕栽培技术规程、松突圆蚧生物

防治技术规程２项２００９年度林业行业标准制定项
目；湿加松培育标准化示范区被列为第６批全国
林业标准化示范区；承担广东省地方标准制定项

目２１项，新建桉树人工林持续经营、黄脊竹蝗防
治、千年桐栽培３个省级林业标准化示范区。１１
个林产品获 “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表７－２－５－２　经批准发布的林业行业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 （２００９）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１ ＬＹ／Ｔ　１８６４－２００９ 南洋楹速生丰产用材林栽培技术规程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

２ ＬＹ／Ｔ　１８６５－２００９ 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技术规范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３ ＬＹ／Ｔ　１８６６－２００９ 松褐天牛防治技术规范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４ ＬＹ／Ｔ　１８６７－２００９ 松褐天牛引诱剂使用技术规程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

５ ＤＢ４４／Ｔ６８５－２００９ 茶花嫁接技术规程 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６ ＤＢ４４／Ｔ６８６－２００９ 国兰生产技术与商品质量分级 广东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等

７ ＤＢ４４／Ｔ６８７－２００９ 梅花鹿人工饲养技术规范 广东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等

８ ＤＢ４４／Ｔ６８８－２００９ 山杜英栽培技术规程 汕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９ ＤＢ４４／Ｔ６８９－２００９ 台湾相思栽培技术规程 汕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１０ ＤＢ４４／Ｔ６９０－２００９ 粤引无核荔生产技术规程 东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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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继续推进粤港林业科技交流
与合作，双方在植树造林、野生动植物保护、有

害生物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广东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与马来西亚林业研究与发展理事会所

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在树木改良、森林生态、

森林保护、药用植物、林产品开发和人才交流培

养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与交流；与马来西亚 ＳＦＩ
公司在沙巴共同开展桉树优良无性系造林试验示

范研究，为合作方提供桉树组培苗。

（广东省林业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　张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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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渔业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的中心任务和全省渔业工作大局，

以提高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为核心，实施科技兴

渔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促进渔业经济

发展的新路子。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渔业经济总产值

达１４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４％。其中，水产品
产值６９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２％；水产品总产量

７０２８万吨，同比增长 ３３％；渔民人均年收入
９３００元，同比增长４５％。

科技成果奖励

广东省渔业科技紧紧围绕解决制约产业发展

重大瓶颈问题，部署重点攻关，突破了一批影响

渔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成果。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渔业
科研单位参与研究的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１项，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７项，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海洋局海洋成果创

新奖二等奖２项，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
推广奖１３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情况】　由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主持的 “罗非鱼产业良

种化、规模化、加工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名称：罗非鱼产业良种化、规模化、加

工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承担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广东罗非鱼良种场、水科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水科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等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首次对罗非鱼进行了高值化加工与质

量安全的研究，分别研究了罗非鱼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分布规律，建立危害物质数据库；首次建立

了罗非鱼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预警体系；研究了罗

非鱼片加工过程的消毒剂和加工助剂的合理使用

及罗非鱼片低耗加工技术，制定了罗非鱼加工过

程良好操作规范；创新性研究了罗非鱼加工废弃

物的零废弃利用技术，研制罗非鱼中的胶原蛋白

降血压肽、内源酶、活性钙、鱼油、鱼皮等休闲

食品，采用新技术对海鲜调味料进行系统的研究。

该项目研究成果提高了罗非鱼产品的质量和附加

值，开发了多元化的罗非鱼产品，促进了罗非鱼

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罗非鱼产量达５８４万
吨，比上年增长１２８％。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罗非鱼良种选育与产业化关键

技术

承担单位：中山大学等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该项目针对制约罗非鱼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问

题，通过良种培育和推广、健康养殖技术示范与

推广、加工与质量控制技术等罗非鱼产业化关键

技术的研发、组装集成和中试熟化，建立了涵盖

产前、产中和产后各阶段的规范化的产业技术体

系，广泛应用于罗非鱼规模化养殖产业。

该项目成功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广

特超”牌新吉富罗非鱼优质新品种以及奥尼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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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莫荷罗非鱼优良品种；建立了良种保种、大

规格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体系；开发了物理方法

处理的罗非鱼苗转性新技术，确保了罗非鱼产品

的食品安全；建立了罗非鱼养殖出口关键技术体

系。项目还发明了３项加工新工艺和技术，研制

出６个加工新产品，获得５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１项实用新型专利。项目选育的优质罗非鱼品种，

已进行广泛的推广应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省累

计推广优质罗非鱼养殖面积约１０６万公顷，新增

产值３７２亿元，创造３０万个就业岗位，产生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名称：鲷科鱼类种质资源与利用

承担单位：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等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该项目在国内外首次较系统、全面地进行了

我国近海５种鲷科鱼类种质资源研究，首次在国

际上完成了黄鳍棘鲷和二长棘犁齿鲷线粒体基因

组的全序列分析，最早完成了我国鲷科鱼类资源

从ＤＡＮ分子、精子到原生地、异地保护的多层面

保护体系，首次进行了鲷科鱼类种质资源数据库

的建设。制定了２项广东省地方标准，指导海水

鱼类良种场的建设，进行鲷科鱼类原良种的保种、

选育和培苗。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该项目在粤东地区

进行推广应用，产值累计约１４亿元。

项目名称：虾头综合利用技术

承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等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该项目利用自溶技术低成本回收水产品废弃

物中的蛋白质，采用分路加工，同时开发多种高

附加值产品的环保型加工模式，对水产品加工企

业具有良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有效地推动水产

品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此外，广东海洋大学的 “对虾育苗水质处理

和水质调控技术的研究”和 “红笛鲷弧菌病综合

防控技术”，汕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 “水产品

致病菌多重荧光 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研

究”，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等的 “无公害水产

养殖环境综合调控技术研究”等 ４个项目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海洋成果创新奖获奖情况】　由水科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完成的 “鲷科鱼类种质资源与利用”和

“无公害水产养殖环境综合调控技术研究”等２个

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海洋局海洋成果创新二

等奖。

项目名称：无公害水产养殖环境综合调控技

术研究

承担单位：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海洋局海洋成果创

新二等奖。

该项目建立了池塘环境与水产品质量的综合

评价模式，开发出３种新的改良产品，创建了无

公害水产养殖环境综合调控技术体系和质量控制

体系，环境调控效率提高１５％以上。项目建立了

６个综合调控示范区，总示范面积达６９２０公顷；

推广面积达 １５万公顷，辐射面积达 ５万公顷。

示范区和推广区基本实现废水达标排放，产品达

到无公害质量标准要求。成果对有效推动水产养

殖技术升级、实现水产养殖无公害生产、生态环

境保护、农 （渔）民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获奖情况】　由水科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完成的 “罗非鱼零废弃加工与质

量控制技术推广”和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完

成的 “对虾环保高效饲料的应用与推广”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罗非鱼零废弃加工与质量控制技

术推广

承担单位：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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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通过技术集成和创新，建立了罗非鱼

零废弃加工与质量控制技术体系，２００７年以来在
广东、海南和广西等１１家企业进行推广应用，促
进罗非鱼加工品种多样化和系列化，使罗非鱼整

体加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了罗非鱼加

工产品的质量和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项目名称：对虾环保高效饲料的应用与推广

承担单位：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

获奖情况：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一等奖

该项目研发出对虾高效饲料配方技术，开发

的 “虾丰”系列预混料投入了规模生产，并将对

虾高效配合饲料配方技术和研制的高效预混料推

广到华南和华东７省市的８０多家饲料厂。自２００５
年以来，项目累计推广 “虾丰”系列添加剂预混

料５０００多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５００万元，创利税
近４５０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推广和应用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此外，水科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的 “罗非鱼优

良品种创制、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广

东水产学会的 “渔业信息的整合与应用推广”、

广东海洋大学的 “东风螺规模化人工育苗及养成

技术示范与推广”、广东海洋大学的 “对虾高位

池微藻生态调控养殖技术研究的技术推广”、茂名

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站的 “优质罗非鱼健康养殖

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５项获得广东省农业技
术推广奖二等奖。

茂名市水产学会的 “流水网箱生态养鱼技术

推广”、珠海市龙胜良种鱼苗培育有限公司的

“金钱鱼全人工繁殖和养殖关键技术研究”、珠海

市水产养殖 （海水）科学技术推广站的 “浅色黄

姑鱼池塘养殖技术产业化模式探索”、平远县水产

技术推广站的 “‘鱼—畜—沼’生态养殖技术示

范推广”、信宜市淡水养殖技术推广站的 “草鱼

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梅江区水产技术推广

站的 “梅江长鳍锦鲤研发应用”等６项获得广东
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科技项目实施

【广东省海洋渔业科技推广专项落实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全省落实广东省海洋渔业科技推广专项项目

７１个、资金３９７５万元。科技攻关与研发重点在
于珍珠、对虾、罗非鱼、设施渔业等四大产业，

对于海水鱼类、健康养殖、名特优新品种、资源

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应用性技术研发有所侧重，对

种质资源、生态与环境、海水利用、成果管理与

转化体系等专题给予适当支持。技术推广项目主

要为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和品种与技术示范推

广等。

【主导产业技术】

珍珠优良品种的培育及养殖　广东省开展了
珍珠贝种苗培育、养殖技术以及池塘、外海深水

育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培育大珠母贝种苗６９８
万多粒，初步建立了 “大珠母贝幼苗繁育———池

塘中间培育———海区深水养成”的创新接力养殖

以及马氏珠母贝池塘育珠和外海深水育珠的技术

模式体系。

对虾、罗非鱼产业发展　通过对虾、罗非鱼
优良品种选育及养殖技术研究的开展，广东省培

育出优质对虾、罗非鱼品种 （系），掌握了多项

对虾、罗非鱼养殖及加工等产业发展关键核心

技术。

设施渔业　广东省开展了深水网箱、耕水机、
自动钓捕机等设施渔业项目的研究，打破了深水

网箱的技术市场垄断，实现了国产化、工厂化生

产，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

【应用性技术研发】

海淡水鱼类、名特优新品种开发与健康养殖

广东省突破了石斑鱼、海参、鳜鱼、银鱼、

倒刺
!

、笋壳鱼、翘嘴红
"

、中华鳖等海淡水种

苗的全人工繁育、健康养殖等关键技术，使得广

东重要的海水养殖品种基本实现了全人工种苗培

育；石斑鱼育苗培育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

５４２农业科技发展



成了产业规模，摆脱了本省石斑鱼种苗不足的落

后状态，初步形成了海参、倒刺
!

等的产业发展

规模。

生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广东省建立和优化

了以海洋微藻为原料生产生物质燃料的生产工艺，

使得微藻的产油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微藻产

油的可持续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开端；形成了富含

虾青素绿藻的室外培养技术，开发出虾青素微藻、

抗氧化和抗肿瘤功能性食品，促进了全省海洋生

物技术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开发与保护研究】

渔业种质资源　广东省开展了加州鲈的提纯

复壮工作，建立选育基础群体，培育了一个优良

的生长快的加州鲈选育品系或新品种；应用基因

工程技术研制草鱼基因工程疫苗并通过示范推广，

减少了抗菌素的使用，全面提升了草鱼产品品质；

开展了转红色荧光蛋白基因唐鱼生物安全性方面

的研究，为以后实现商品化做好了技术准备。

生态与环境保护　广东省对大亚湾、湛江港、

汕头港３个港湾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

发展变化特点、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模

型、生态环境综合承载力模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保护、调控和逐步修

复渔业生态环境，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高

效和稳定，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起到重要

的技术支撑作用。

【渔业技术推广】

渔业科技入户工程　２００９年，全省实施的渔

业科技入户示范县共１０个，即１个全国渔业示范

县———阳西县，９个省级示范县———高要市、高

州市、澄海区、梅江区、乳源县、徐闻县、廉江

市、博罗县、仁化县，共培育示范户９０７户，辐

射带动１８０４０户，举办技术培训班９２期，培训技

术指导员、示范户７２００多人次。

品种与技术示范推广　广东省进行罗非鱼、

对虾等大宗养殖品种的良种、生态特色养殖模式

与生态环保养殖技术示范以及先进实用渔业技术

和现代渔业装备的推广，推进了渔业科技成果的

转化应用。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产业科技支撑

【优势水产品健康养殖】

优势水产品养殖　各地积极发展名特优新品

种、标准化养殖，努力构建优势水产品产业带。

对虾、罗非鱼、鲈鱼、加州鲈等１１个优势品种产

量多年来位居全国第１。以粤西为主的对虾、罗

非鱼养殖区，以粤东为主的优质海水鱼养殖区，

以珠三角为主的鳗鱼、四大家鱼养殖区，特色和

优势进一步凸显。

健康养殖示范区建设　广东省重点建设了广

州、中山、茂名等１７个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区，面积达７０００多公顷。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省已建成６７７个无公害养殖基地，５２个标准化养

殖示范区。全省核发养殖使用证９万本，养殖面

积达３５８万公顷。２００９年，全省有２１个市、县

颁布实施了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１６个养殖场

（区）被农业部认定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区）。水产健康养殖持续发展，本省重点建设了

对虾、罗非鱼、鳗鱼、海水鱼等十大优质品种养

殖基地。

【水产品加工出口】

水产品加工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拥有水

产品加工企业达１１５１家，年产值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６０多家，其中，年产值１

亿元以上的３８家，有８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１９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广东水产品加

工产量稳步增加，２００９年已经达到了１４１８万吨。

水产品出口　２００９年，全省水产品出口总量

达４２２万吨，出口创汇约１８３亿美元，分别同

比增长了３９％和５１％。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采取有效应对

６４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措施，成为我国唯一获得输美水产品反倾销零关

税的水产出口企业。

【渔业设施建设】

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广东省淘汰了一批机械

老化、船体残旧的渔船，提高了渔船安全生产的

能力；积极推进标准化鱼塘整治工作，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省已建成标准鱼塘６万多公顷；积极

推进渔船信息化管理，建立全省统一的渔船数据

库，实现了渔船的动态管理。

渔港建设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广东实施渔港建

设专项工程。２００３年，国家制定渔港建设标准，

重点扶持国家级中心渔港和国家一级渔港的建设。

农业部已批准建设的国家级中心渔港和国家一级

渔港各有 ５个，分别是：云澳渔港、海门渔港、

闸坡渔港、硇洲渔港、乌石渔港和三百门渔港、

达濠渔港、沙扒渔港、草潭渔港、龙头沙渔港。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闸坡渔港已竣工验收；海门渔

港、硇洲渔港、乌石渔港、三百门渔港、沙扒渔

港正在建设；云澳渔港、达濠渔港、龙头沙渔港、

草潭渔港已经立项。

【水产品质量安全】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加强了对

苗种、饲料、渔药等渔业投入品的监管，全省水

产品药物残留抽检合格率保持在９５％以上。水产

品质量安全应急能力不断增强，先后妥善处理了

“广州管圆线虫”“香港桂花鱼”等水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维护了社会稳定。

【远洋渔业】　广东的远洋渔业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迅

速发展起来，远洋捕捞产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３万吨

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９万吨，９年间大约增长了

３７倍。全省共有１２家远洋渔业企业、２６个远洋

渔业项目，遍及三大洲两大洋共１２个国家。

【渔业交流与合作】　广东省逐步建立起与东南

亚等国政府和企业交流的平台，与菲律宾、文莱

等国渔业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首批返销的

优质鱼类畅销香港市场，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观。

本省严格执行南海伏季休渔制度，建立了粤港地

区联合打击非法捕捞合作机制，加强了粤闽交界

水域联合执法管理。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科技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体系】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联合中央驻

粤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省内科研机构等力量，

完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渔业科研和教育的

平台，建设一批渔业科研成果中试基地，加快建

设海洋与水产高科技产业园区。全省建立了海洋

生物技术、水生经济动物良种繁育、水产经济动

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应用海洋生物学、海

洋渔业生态环境、水产动物免疫技术等６个省级

渔业重点实验室，省大亚湾水产试验中心和省淡

水名优鱼类种苗繁育中心等２个省级渔业开发实

验中心，惠州、韶关、湛江、汕头、梅州、东莞、

肇庆等７个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

【水产良种体系】　广东省认真组织实施水产种

苗工程，先后创建了３２家省级以上水产良种场，

逐步形成了布局合理、种质优良、品种多样、管

理规范的水产良种体系。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水产苗

种培育海域鱼苗２３７５亿尾、虾类育苗１６１２亿

尾、贝类育苗７４亿粒。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全省逐步完善了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在检验检测体

系建设方面，广东省重点建设了湛江、汕头、珠

海、肇庆４个区域性检验检测中心及７个沿海水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扶持建设了１９个渔业

质量检测站，初步形成覆盖全省的水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测网络。全省４３个养殖场、加工企业和

批发市场加入可追溯网络。

７４２农业科技发展



【渔业标准体系】　广东省初步建立了与国际接
轨的渔业标准体系，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拥有
省级渔业地方标准共１７２项，省级以上渔业标准
化示范区４６个。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制定省级渔业
地方标准５６项，建设省级渔业标准化示范区１１
个，认定无公害水产品产地２０２个。全省获出口
注册加工企业１５５家，获输美ＨＡＣＣＰ质量认证企
业１０３家，获欧盟注册企业３１家；认定无公害水
产品产地４１４个，面积约４４７万公顷，获农业部
认证的无公害水产品４３４个；培育打造了５３个省
级渔业名牌产品，年产值达１０亿元。

【水生动物防疫检疫体系】　水生动物防疫检疫
已纳入 《广东省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年）》。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共有４２个
市、县建成水生动物防疫站，在全国率先实施执

业渔医试点和建成水生动物疫病远程监测诊断网

络，全省已安装远程监测诊断子系统６５套，初步
形成省市县三级监测网络。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建
１０个县级实验室，新增２０个基层远程监测诊断网
点，配备１９辆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基层专用车，在
佛山设立了首家 “乡镇鱼病诊所”。

【水产技术推广体系】　广东省实施 《农业技术

推广法》，按照 “五有”标准，建设省、市、县、

镇四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
建立市级推广站２１个、县级站１０４个，基本形成
了行业主管部门、技术推广机构、龙头企业、行

业协会、渔农共同参与的渔业技术推广新模式。

乡镇推广队伍进一步壮大，全省水产技术推广人

员已达２０４４人。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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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领域科技管理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社会发展与民生科技工作按
照 “双提升”与 “双转变”战略部署，在中医药

现代化、医疗器械、疾病防治及社会事业工作方

面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发展格局，为 “十一五”规

划战略实施与目标实现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中药现代化重点专项

“中药现代化”项目成效显著，在岭南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 （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中药的指

纹图谱质量控制模式，中药活性筛选评价技术，

中药配方颗粒生产技术，中药、天然药物重大创

新药物研制开发和中药现代制造关键技术研究等

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广东）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年９月，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广

东）基地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２００２年，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广东）

基地 （以下简称 “基地”）经科技部批准建立。

基地通过持续重点支持中药研究开发，积极推动

产学研结合，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人才队伍，使现

代中药产业科技创新体系趋于完善。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全省已建成以国家药品非临床安全性评价

研究重点实验室 （ＧＬＰ）、国家新药 （中药）安

全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国家新药 （中

药）临床试验 （ＧＣＰ）研究中心 （广州）、国家

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药提取分离过

程现代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为核心的高水平、

配套的中药现代化系列创新平台，承担、开展一

大批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项目，在现代化中药的

研究开发及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广东省以 “南药”为特色的中药材ＧＡＰ基地
建设，保障了中成药生产的药材原料质量，并带

动了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和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有

效地解决了一些规范化种植和产业化推广的关键

技术问题，阳春砂仁、广藿香、穿心莲、化橘红、

广金钱草等２０余种岭南中药材种植面积达２万公
顷以上。珍稀药材铁皮石斛突破了种源繁育和规

模化种植的技术瓶颈，建成了约６６７公顷的商品
示范基地。

在基地建设的大力推动下，广东省中成药工

业稳步增长，产业规模、企业实力及品牌影响进

一步扩大，已经形成了一批中药骨干企业和一批

市场名优品种，呈现加速集约化的良好势头。第

４代复方青蒿素抗疟新药 “粤特快”在国际上产

生重要影响，名优中成药 “华陀再造丸”已成功

进入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２０余个国家的医
药市场，中药饮片生产、中药健康产品成长迅速，

成为新的产业增长点。

【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中心 （平台）

建设】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由省科技厅支持中山大
学、广州医药工业研究院联合承担的粤港关键领

域重点突破项目 “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与技术

服务中心 （平台）”通过专家验收。该中心配备

了完整的新药研发的实验设备和条件，技术力量

雄厚；建立了完善的全方位技术服务体系，能够

进行新药临床前所有的研究工作，包括中药有效

成分的分离与药理活性筛选、工艺研究、质量研

究、稳定性试验、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试放大、

药效及作用机制研究、安全性评价等，已为１３１

１５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个新药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技术服务。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中心已获得临床批件６

项、生产批件２项、新药证书１项，正在受理１

项，即将申报临床 ３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４３

项，其中，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２２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１４项；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５项，其中１项已获授权证书；公开发表学术研

究论文４８篇，其中被ＳＣＩ收录的论文９篇；举办

学术讲座１３次，参与培训的人员达千余人次。平

台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广东省

中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陶练敏　王玉龙　李穗怀　彭向阳）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重点专项

【全省低成本诊疗设备创制发展战略研讨会】　

２００９年５月，省科技厅组织各高校、企业和

研究所召开全省低成本诊疗设备创制发展战略研

讨会，会议落实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的 “重点开发新型治疗和常规诊疗设

备”发展计划，结合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提出的 “加强农村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预防保健

和医疗救治条件”和 “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基层、城市社区倾斜”

发展计划，以科技惠民为主导，发挥科技的引领

作用，加快推进适合全省基层的 “低成本诊疗设

备创制”进程和新型低成本医疗技术的研究，促

进低成本诊疗设备产业的发展，制定全省低成本

诊疗设备创制科学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低成本诊疗设备研发体系，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低成本诊疗设备创制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召开，

是广东省在这一发展领域中的里程碑，不仅标志着

广东省率先迈出了低成本诊疗设备创制上的发展步

伐，开全国之先河，还为下一步省委、省政府科学

决策、组织实施和重点投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项目】　２００９年，

省科技厅联合省卫生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物价局等部门组成的 “广东省低成本医疗设备

需求及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研究”调研组，先后走

访和调研了４０家医疗机构、４６家重点企业，形成

《广东省低成本医疗设备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研究报

告》。针对全省基层医疗机构普遍存在设备严重不

足，迫切需要价廉物美、性能稳定、可操作性强

的医疗仪器设备的实际情况，省科技厅在２００９年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项目安排中重点围

绕基层医院信息化、基础医用电子仪器、基础生

化检验仪器、基础医学影像设备、生物医学材料

与诊断试剂、基础医疗设备以及适合农村的流动

医疗保障装置等方向，积极组织力量研发出一批

价廉物美、适合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疗器械新

产品，让广大农村、基层和社区中的人民群众真

正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切实为降低人民

群众的医疗费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全数字低成本Ｂ超、Ｍ模ＴＣＤ一体化影像系

统　该项目是基于广大农村和社区对低成本、一

体化的医疗器械诊断设备的广泛需求而开发的。

系统要求仍然保留现有 Ｂ超、ＴＣＤ血管血流测量

分析的主要功能，如：大容量图像存储和电影回

放、全数字波束形成技术、宽频带、多变频、高

密度的探头选择群、支持硬盘／Ｕ盘存储和ＤＩＣＯＭ

传输、丰富的计测功能、３２深度 Ｍ模、ＵＳＢ存

储、简洁的带背光按键键盘设计等。性能上与现

有机型相当，价格与一台 Ｂ超设备相当。产品可

靠、功能齐全、成本低、性价比高，能够进一步

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和地理环境地区乡镇卫生院的特点，为保障广

大农村地区人民的健康提供科技支撑。具有数据

存储和联网功能，可方便地加入到乡镇卫生院的

信息系统，实现县、乡、村各级卫生机构及农村

家庭的信息网络连接和资源共享，便于巡诊、复

诊、专家会诊、转院等实际需求。

超声弹性成像诊断系统开发　该项目已经完

２５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硬件控制的数字图像处理，并

与全数字超声模块及弹性超声专用探头相结合，

最终完成了弹性超声成像。项目在开发过程中解

决了多项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的关键技术问题，

填补了具有弹性成像功能的黑白 Ｂ超仪器领域的

国内市场空白，为国内首创。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该项目已生产新产品 １０８台，新增销售收入

１３８４６万元，新增利税４３３万元，出口创汇５６万

美元，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促进了超声弹性

成像诊断方法的普及和发展，促进了民族医用超

声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陶练敏　王玉龙　李穗怀　彭向阳）

民生科技创新工程

【低碳经济关键技术开发】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 “广东率先实

行低碳经济”指示精神，省科技厅在２００９年科技

项目申报指南上专门设立 “低碳经济关键技术开

发”课题，重点围绕低碳技术等生物质能转化与

利用，研究开发新型生物柴油技术、水生生物质

能利用技术、城市生物质垃圾能源化关键技术与

示范、微生物燃料电池关键技术与应用，培育具

有广泛发展前景的低碳技术研发。

新型糖固体酸催化剂的制备及其生产生物柴

油的关键技术研究　该项目由华南理工大学承担。

项目通过转化工艺和设备的优化，建立起可用于

以高酸值废油脂及不同来源的油脂为原料，以所

制备的新型高效糖固体酸为催化剂，生产制备生

物柴油的高效转化新工艺，使产率达９０％以上。

依据该项目成果建成的年消耗５万吨废油脂的生

物柴油生产线，其生产端的经济效益为：生物柴

油年产量４５万吨，年新增产值约２３亿元，年

创利税５０００万元左右。

湿法烟气同时脱硫脱硝成套技术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由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承

担。项目技术成果已成功应用于５１台锅炉烟气净

化工程中，合同总额达１５２１３３万元，可节省除

尘脱硝投资约２２００万元；工程可脱除ＳＯ２约２９

万吨／年，脱除ＮＯＸ超过０４万吨／年。

【防灾减灾与突发事件应急技术】　２００９年，省

科技厅在防灾减灾领域重点专项支持省气象局

“亚运会气象预报服务系统研究”项目，该项目

研究开发针对亚运会气象预报服务需求、适用于

不同赛地和运动赛场的局域精细大气和海洋数值

模式，使对赛地和运动赛场大气状况的数值预报

和数值模拟的水平分辨率达到几百米，为广州及

周边城市的气候特征、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规律

以及生活气象指数提供预报方法，并为开展针对

亚运会需要的全程精细滚动预报服务提供有效的

技术和科学依据，使组委会、运动员、教练员、

观众和游客充分感受到广州 “数字亚运”的

魅力。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陶练敏　王玉龙　李穗怀　彭向阳）

社会发展领域部分重点项目介绍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该项

目由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办公室承

担。项目自２００９年启动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发

挥了初步作用。如面对甲型流感疫情的发生，省科

技厅迅速组织有关专家，充分利用禽流感监测、预

警及快速诊断应急技术研究中心、新发传染病病原

学监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大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技术

研究中心等应急研究平台的技术和人员优势，做好

疫情发展与变化的相关跟踪与研究；加强疫情监测

预警；密切跟踪和收集国际疫情最新动态，分析评

估疫情发展趋势，讨论研究防治策略，制定有针对

性的防控措施；加强实验室快速诊断检验检测应急

技术储备等工作，充分发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技术

研究中心的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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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监测、预警及快速诊断应急技术研究

中心在动物流感病毒来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廖明教授从广东省不

同地区的养猪场和屠宰场采集血清样品 （１２００
份）、拭子样品和病料样品 （７００份）进行 Ｈ１检
测，结果表明广东猪群中流行的主要是普通的Ｈ１
和Ｈ３亚型猪流感，没有检测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
毒。此外，该课题组还撰写了 《猪流感防治 １０
问》，用于指导本省农业生产。

重大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技术研究中心在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特征、病原追踪预测及疫苗研究等
方面进展顺利。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完成９例不
同时期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例病毒分离株的全基因
序列分析，分别对８个基因片段进行系统进化分
析；对全球４００多株人感染猪源性甲流病毒进行
了分子进化分析，取得了重要发现，确定出受到

进化压力正向选择的若干位点，并预测出这些位

点的进化趋势，对今后流感疫苗的选择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食源性致病菌免疫磁捕获———荧光定量 ＰＣＲ快
速检测技术及试剂盒研究】　该项目由广东省微
生物研究所承担。项目主要针对国内食品中毒事

件频频发生并造成巨大损失及负面影响，农产品

及其加工品安全的绿色技术壁垒严重影响我国农

产品和食品对外贸易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已收集大量食源性致病菌，并且用
多种方法提取 ＤＮＡ，选择有效的 ＤＮＡ提取方法，
为建立 “食源性致病菌免疫磁捕获———荧光定量

ＰＣＲ快速检测技术”奠定了基础。

【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及监控技术研究】　该项
目由广东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所承担。项目主要

针对本省工矿企业重大危险源能量失控造成的重

特大事故频发的问题，为加强对全省６０００多家企
业８０００多处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对重大危险
源进行分级和评估，实现对重大危险源进行有效

监测监控，提高企业自身对重大危险源的辨识监

控能力、对灾害事故的控制能力，遏制和减少重

特大事故发生，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中心 （平台）

建设】　详见第２５１页。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陶练敏　王玉龙　李穗怀　彭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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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各领域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各有关部门围绕关系国计、
民生的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需求，加大投入和研

发力度，推进成果转化，在公共安全、节能减排、

医药卫生等方面，开拓了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有

力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经济进步。

食　品　安　全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事件频发，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２００９年，
省科技厅启动了 “农产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重点专项，连续支持３年，每年投入科
技经费至少１０００万元。该专项主要从开展产地环

境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安全农业投入品开发、

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

示范、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和农产品

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示范等６个方面进行

系统研究。项目实施完成后，将制定２０项以上安
全技术标准或规程；研制新型安全农业投入品１０

个以上，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建成广东省大宗优

势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与安全加工示范点１０个，
每年获得无公害、绿色或有机农产品认证１０个以

上；培训１０万名从事安全农产品生产者。

【产地环境安全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００９年，省
科技厅安排１２０万元经费设立 “产地环境安全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牵

头，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广东省农科

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东莞香蕉蔬菜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科学院参与

共同完成。该项目主要从产地环境状况与适宜性

评价及其安全指引、菜地复合污染的控制与环境

修复技术、进入菜地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及

产地环境安全技术综合示范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项目已完成了以下工
作：１．完成主要农产品生产区域产地环境现状调
查与样品分析及主要农产品生产区域环境安全适

宜性评价；２．完成污染菜田主要叶菜重金属吸收
累积规律研究和重金属污染菜地土壤植物修复技

术研究；３．完成菜地土壤农药污染普查，研究土
壤矿物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转化作用，分析土壤

不同理化性质与土壤矿物组分以及污染物形态转

化之间的关系；４．完成菜地灌溉水净化复合介质
筛选与配制实验、等温吸附实验、土柱模拟实验

和水生植物与水生蔬菜筛选实验；５．完成畜禽粪
便无害化试验，并通过盆栽试验检验其效果；６．
开始建设东莞综合示范区。此外，该项目发表论

文３篇，申请国家专利１项。

【安全农业投入品开发】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安
排１６０万元经费投入支持 “安全农业投入品开发”

项目。该项目由广东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牵

头，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广东新南都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海康兽药有限公司、中

山大学参与完成。该项目主要研究开发新型环保

安全的农业投入品，如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

物型饲料添加剂和安全兽药，并实现产业化开发。

项目研究目标是减少化学农药、化学肥料、饲料

添加剂和兽药的使用量，保证农产品安全，降低

生产成本，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农业投入品

不安全、不规范使用等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

２００９年，该项目进行了功能性微生物菌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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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与功能性生物有机肥研究，进行了不同配方

果类蔬菜控释ＢＢ肥和水稻控释ＢＢ肥的盆栽试验

与田间试验，开展了有机液体肥料基质发酵技术

研究及有机液体肥料配方研究。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该项目已申请专利３项，投稿文章２篇，登

记杀虫剂制剂２种，取得兽药ＧＭＰ证书，并开展

了水稻控释ＢＢ肥示范工作。

【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

厅安排１６０万元设立 “安全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该项目由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牵

头，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广东省农科

院土壤肥料所、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和广东省植保

蔬菜专用药剂中试厂参与完成。２００９年，该项目

主要进行蔬菜、水果预测预报技术研究，以及肥

料减量化使用技术研究及测土施肥技术研究。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项目发表论文 １５篇，

申报专利２项，开发新产品１个，编写技术规程

初稿２篇，编制 《蔬菜安全生产害虫防控技术》１

册；筛选出防治香蕉叶斑病的高效药剂７种，防

治香蕉黑星病的高效药剂３种，防治香蕉炭疽病

的高效药剂１种，防治柑橘炭疽病的高效药剂１

种；举办７个专题培训班，培训农民１０００人次；

举办豆类栽区科技下乡活动３０多场次，指导农民

３０００人次，发放资料 １００００多份；建立面积为

６６６７公顷的广东珠海鹤州北蔬菜基地，在东莞

市香蕉蔬菜研究所设立面积为３６７公顷的研究与

推广示范基地，在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园区设

立面积为０３３公顷的香蕉象甲研究基地。

【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

厅安排２００万元设立 “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该项目由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牵头，广

东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清新县金羽

丰鹅业有限公司、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等参与完

成。该项目进行家禽重大疫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重要猪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畜

禽、水产健康安全养殖生产技术规程建立与示范，

人兽共患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等方面的研究。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项目已申请／授权专利５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１１篇，完成无公害产品认证

３个、水产类无公害基地认证３个、动物养殖类

无公害基地认证１个，形成四大家鱼健康养殖技

术规程１套，形成鸭、鹅综合防控规程各 １套；

培养硕士研究生１１名，培养博士４人；技术示范

使用面积超６６６７公顷。

【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００９年，

针对食品安全加工问题，省科技厅安排２００万元

设立 “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该项目由广东省农科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牵

头，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及广东真美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该项目主要围绕南方

果品安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方便米饭与

速食包点的安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冰鲜

猪肉安全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粤式传统干

肉制品安全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与示范等方

面进行研究。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项目对传统凉果加工半

成品原料中的 ＳＯ２残留量、微生物种群进行了调

查分析，明确了传统凉果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质量安全风险；系统研究了凉果加工过程中的脱

硫技术，建立了一种通过控制水分活度来控制微

生物的方法；制定了用于加工专用原料的安全性

控制标准，研发了方便米饭与粤式速食包点的微

波杀菌技术；研制开发了可用于速食包点防开裂

的天然增韧剂；开发了一种抗氧化肽，可以取代

干肉制品中的 ＴＢＨＱ、ＢＨＡ、ＢＨＴ、Ｄ－异抗坏血

酸钠等人工合成抗氧化剂；发现了以腐胺含量指

示肉品质量的可能性、发明了冰鲜肉静电降温技

术及质量控制的方法。该项目已授权专利 １项，

新申请专利４项，发表论文１５篇。

【农产品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示范】　农

产品安全检测和可追溯是实现产后农产品安全的

一个重要环节。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下拨１６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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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持 “农产品检测监控与追溯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立项。该项目由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牵头，广东省农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华南农业

大学信息学院及农业部蔬菜水果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等单位参与研究。

该项目以广东省量大、面广的优势农产

品———蔬菜和水产品中危害性较大的农药、渔药、

重金属、致病菌等污染物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

多种快速检测技术及仪器检测技术研究，进行相

关产品产业化开发及应用示范；针对广东省蔬菜、

水产品等农产品产供销流程特点，开展农产品全

程信息管理及追溯制度研究，建立农产品信息编

码规范，开发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实现农产品

“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追溯，并在省内进行应用

示范及推广。

２００９年，该项目完成了有机磷农药抗体制备
和有机磷农药免疫检测方法的初步建立以及胆碱

酯酶基因工程菌载体构建，完成了不同价态砷汞

检测及重金属联合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完成了渔

药分组优化液相色谱—质谱条件研究，完成了食

源性致病菌两重ＰＣＲ快速检测和ＨＫＭＶｉｂｒｉｏ显色
确证技术研究，建立了农产品追溯信息管理模型，

完成了ＧＩＳ模块开发，完成了农产品安全数据中
心整体架构和追溯管理信息系统架构、界面设计

以及核心功能模块开发，取得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数据。该项目已发表相关论文９篇 （３篇被
ＳＣＩ收录），申报发明专利３项，申请和立项标准
３项，获得新方法４项。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人口与健康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拥有卫生机构数１６２
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机构数０１７个；卫
生技术人员总数达４１３万人，其中执业 （助理）

医师１５６万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４２９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床位数２８２张。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６项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９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及时启动。城市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３１７％，农村居民达到７４％。全省４０００例贫困

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全面完成，１５岁以下人群乙

肝疫苗补种２４２２７万人，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

３１４万人，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６２万人。基

本药物制度有序推进，探索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在全国率先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改革推动了

珠三角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０９年，全省应急

体系建设、物资储备机制建设及卫生应急交流合

作进一步加强。广东省投入３３６２万元，继续加强

经济欠发达地区卫生监督、精神卫生、麻风病院

（村）、职业病防治、妇幼保健等机构的改造建

设。全省大力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全面开展

妇幼安康工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准入进一步规

范；建立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及新生儿听力筛查网

络，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试点覆盖１２个市３１个

县 （区）；广泛开展 “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

和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基层医疗卫生】　２００９年，全省农村居民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９７５％，比上年提高

２１个百分点。人均筹资达到１１０元以上，部分地

区达到３００元以上；筹资总额６０５亿元，比上年

增加６３亿元，增长１１６％。乡镇卫生院、县级

医院、县外医院住院费用补偿比例分别达到

７０％、６０％和４０％以上，平均实际补偿比例达到

４２％，比上年提高５２个百分点；全年住院补偿

２６１万人次，补偿金额达５４亿元。７１个县 （市、

区）开展了门诊补偿。

探索单病种定额付费，新农合资金管理进一

步加强，全省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９４％以上的

县 （市、区）和部分地市实现区域内即时补偿。

全省县级医院和革命老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步伐加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

推进，已建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２２４６所，其中社

７５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７０所，街道覆盖率达９０１％。

【疾病防控】　２００９年，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势

头明显减缓，全省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检测阳性

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８％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５％。结

核病新发涂阳病人发现率、治愈率提前达到国家

和省结核病防治２０１０年规划及 ＷＨＯ的目标。在

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省各地市的流感监测网络。

全省共强化麻疹免疫接种儿童１９９５万人，接种率

达９７６％，麻疹病例数大幅下降 ８６％。启动 ２５

个性病监测点，在全省各市开展性病高危人群干

预和母婴梅毒控制项目。提前一年达到国家消除

碘缺乏病的标准。开展肝吸虫病防治示范区工作，

阳山示范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医学科技】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卫生科技工作成

绩显著。全省共获国家 “十一五”传染病科技重

大专项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

治”立项项目 １２项，获资助金额共 １７６亿元，

大部分项目在２００９年陆续启动。获得２００９年度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７４项，其中一等奖９项，二等

奖２４项，三等奖４１项；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马骏教授等完成的项目 “基于现代影像技术的鼻

咽癌综合治疗研究及应用”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在鼻咽癌临床分期标准、

放疗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原创性研究，

明确了ＭＲＩ是显示鼻咽原发病灶、进行临床分期

的首选方法，使得医生在治疗策略的选择上更有

针对性；提出了 “鼻咽癌现有分期标准中遗漏的

‘咽后淋巴结转移’这一因素对预后有重要影响，

应一并将其纳入淋巴结分期中；而肿瘤单纯侵犯

到口腔或鼻腔以往曾被视为 ‘不良预后因素’，

但目前实际治疗效果比较好，应予以 ‘降级’”。

该学术观点被权威的国际抗癌联盟———美国癌症

联合会的第七版临床分期标准所采纳；率先在国

内研制了 “个体化不规则野”放射治疗技术。

全国第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进展顺利；中医 “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稳步推

进。积极开展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的科研工作，建成

了华南地区传染病监测平台，成功分离出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开发出快速诊断试剂，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制定并颁布了 《广东省卫生厅关于一、二级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规定》，建立了

一、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管理制度。开展

对广东省 “十一五”医学重点专科和医学特色专

科建设情况的中期评估工作，结果显示，全省专

科建设成效显著，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管理进一步规范，

适宜卫生技术推广稳步开展。

（广东省卫生厅　涂正杰）

金　　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金融领域科技发展迅速，各

金融机构科技部门通过提升科技，完善金融服务

手段，有效确保各项业务顺利开展，不断为金融

业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体现了科技力量在

金融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实施了分行大楼中心机房新增备用

ＵＰＳ工程；制订了用 ＵＰＳ更换工程及新增备份空

调的技术方案和工程实施计划；实施内联网骨干

网升级改造工程，更新核心网络设备，调整网络

结构；部署内联网纵向防火墙，实施应用系统访

问控制，在省级数据中心网络的区域边界实现纵

向防护；部署内容交换机，对外联网ＤＭＺ区进行

扩容，实现负载均衡；实施市县网改造工程，升

级设备和线路，优化路由机制，实现热备份。

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积极推动

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积极推进 ＵＰＳ系统

更新和扩容项目；二是加快制订二级分行计算机

机房建设规范；三是积极推动全网线路备份、推

广网管平台，使网络管理和运行维护水平进一步

得到提高。

８５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组织实施了核心应

用服务器设备、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升级；组织

实施一级分行路由器升级改造项目、一级分行集

中国际互联网出口建设项目、网络及网络安全设

备软件版本升级项目、全行ＳＡＮ存储交换机网络

管理规范化项目、二级骨干网扩容项目，开展网

点高可用性改造，分阶段完成外联业务分级保护；

完成了总行 ＵＰＳ监控工程和大楼视频监控工程，

组织分行机房基础设施监控扩容项目，实现对全

省机房ＵＰＳ的动态监控，对基础设施的管理能力

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完成了机房综合布

线工程项目，实施了网点综合前端网络改造项目，

其中包括全省网点网络设备更换、网点综合布线

和设备使用规范的建立等工作，为网络结构和网

络配置的优化和将来网点的快速部署奠定了基础。

为支持业务的快速发展，实施了二级骨干网提速

项目；为规范客户端接入，保证网络安全，实施

了全省网络实名制项目。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以支撑业务拓展为目标，

对中心机房核心网络进行了调整优化，并对核心

路由器及核心交换机系统软件进行升级；重新规

划配置了新机房核心网络设备互连参数，成功实

现了新旧机房网络互连；完成了全辖６３０余个网

点共７４０多台交换机的改造工作；对无线网络稳

定性进行跟踪分析，提出了综合分析报告及具体

优化措施，提高了无线网络的稳定性。

广东辖区证券、期货以及基金公司信息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辖区

证券、期货以及基金公司共有自建机房２４个，形

成了总计１７４亿元的 ＩＴ基础资产；共有６７％的

机房实现了双路供电，安装ＵＰＳ电源４９台，断电

后一般可以支持３ ４小时供电；经营机构总部

与分支机构、银行之间共建设了５４４条通信线路，

其中主用线路３０５条，备份线路２３９条。

保险机构积极实现信息传递的高速化，实现

了核心网络设备的冗余备份，构建了总公司至省

公司、省公司至地市公司、地市公司至县公司的

四级网络，较好地保障了公司业务系统的正常运

行。信息化基础建设扎实推进，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广东保险业信息化投入资金累计约８３６亿元，占

行业保费收入的０３％，平均每亿元保费投入的

信息化资金为２８４万元。

【信息化系统建设】　２００９年，各金融监管部门

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为全省金

融系统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圆满完成了省级数据

中心试点项目的各项建设任务，数据中心基础硬

件平台和软件平台初具规模，基础资源和应用系

统得到进一步整合，集中环境下的标准体系逐步

形成。全省集中办公自动化系统、统一门户系统、

省级数据中心报表平台等典型应用顺利上线并在

全省各地市中心支行有序推广，省级数据中心规

模化、规范化发展效应明显，业务处理在应用的

集中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规范化和电子化程度。

完成各项系统推广和维护任务，其中包括国库信

息处理系统 （ＴＩＰＳ）、现代化支付系统、人民币跨

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财务综合管理系统、中央

银行会计核算电子对账系统、ＴＩＰＳ立方体数据省

级报表平台应用、新一代电视会议系统等的上线、

升级和其他技术支持工作。

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推出

３Ａ支付网，可基于手机、电话、互联网等现代交

易方式，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多种方式

（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ｈｏｗ）的查询、资金转

账、费用缴付等功能；２００９年７月，投产运行银

行卡交易平台；２００９年９月，升级改造中国现代

化支付系统广州城市处理中心。

２００９年，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设亚运

票务服务网点票务系统，投产一体化电话银行应

用重构项目，组织研发广东企业网银公积金实时

查询系统、企业网银财政网上授权系统等新产品

和新功能。组织实施了信贷、营销等经营管理系

统和内部办公应用的研发工作，投产了法人客户

营销管理系统、法人信贷作业监督系统、个人贷

款贷后综合管理系统等。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以新一代综合业务

９５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系统 （ＡＢＩＳ）和信贷管理系统 （ＣＭＳ）为核心，

统一了全行的核心业务应用。２００９年，该行重点做

好本地特色业务开发，先后完成银行卡前置系统银

联２０升级、新版转账电话、自助设备卡折转账、

无折存款收费、手机信使等项目的开发和推广。

２００９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在支持本地化

研发需求方面投入力度较往年相对加大，ＣＡＬＬ

ＣＥＮＴＥＲ广东试点、内港外币支付互通、广州地

区公积金归集等研发项目均顺利完成投产，新建

成了信用卡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零售业务数据平

台、零售贷款档案管理系统等多个业务平台。

２００９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分行共完

成项目近４０个，其中包括：腾讯 ＱＱ联名卡、网

上基金系统、总行 ＯＡ办公处理系统、本外币互

通系统、个人业务与公司业务互通系统、国际金

融业务网点服务器上收工程、省际省内骨干网扩

容改造工程、国库信息处理系统 （ＴＩＰＳ）上线推

广工程、邮政储蓄历史数据集中管理系统、邮政

储蓄系统物理大集中工程、邮政代理保险全国大

集中系统、终端绑定管理系统、省中间业务平台

推广工程、中国人民银行３Ａ支付系统、省社保做

实个人账户管理系统、代收烟草营收款系统、代

收省体彩中心彩票款系统、广东代理农村养老保

险系统、营销管理系统等多个重点应用系统和建

设工程，有力地支撑了业务的发展。

部分保险公司研发了商业智能管理系统，有

助于管理层更好地进行业务追踪和科学决策。保

险公司通过自建网站或者合作机构的网站，大力

发展电子商务，实现了网上填写投保单、实时核

保、电子银行支付等签订保险合同的一系列流程，

为公众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保险购买渠道，完

善了保险营销体系。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保单电

话查询平台和车险理赔查询平台，方便客户购买

保险后查询保单详情、鉴别保单真伪，并在出险

后查询理赔服务的各个环节，此举有效遏制了虚

假赔案，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平，促进了行业诚信

建设。部分保险公司正稳步推进寿险保单电子化

试点，取代原有的纸质保单，方便客户随时随地

查询保单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驻粤保险机构使用的信息

系统数量合计约８６７个，平均每家机构使用的信

息系统达１５个。部分公司的信息系统基本涵盖了

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实现了业务、财务、单证、

再保、人力资源等一体化管理，减少了人工操作，

提高了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也提高了办

公的自动化程度。大部分公司实现了财务、业务

系统的无缝对接。

【区域资金结算服务】　作为全国业务量最大的

区域性资金清算枢纽，广州电子银行结算中心的

业务已覆盖全省，连接港澳，并通过大小额支付

系统延伸至全国。２００９年，该行日均业务量６５万

笔，日均资金量达３１０５亿元。

票据交换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区域票据交换

覆盖珠三角９个地市及其辖属１５个县市共２４个

地区，参加银行网点达２６９４个，人民币票据交换

日均业务量７万笔，日均金额５６亿元。票据二次

清分业务扩展到工农中建广东省分行、中信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广州银行、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

和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９个机构，全年业务量

９２０万笔，日均业务量３５万笔。代理商业银行扫

描、录入票据服务，２００９年共计业务量２５万笔，

日均业务量１０００笔。新增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直接

参与者１个、总数达１１１个，新增间接参与者５２

个、总数达３１９４个。日均业务量１１万笔，居全

国第１位，日均金额达３７亿多元。

电子支付清算　２００９年，ＣＣＰＣ新增大小额

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２个、总数达９３个，新增间

接参与者３０９个、总数达５７８３个，日均业务量

２６７万笔，居全国第１位，日均金额２９２７亿元。

广东金融结算服务系统２００９年日均业务量３５万

笔、日均金额８０７亿元。广东省集中代收付业务

已推广至全省 （深圳除外）２０个地级市、１００个

企事业单位，全年业务量５８５万笔、金额４５５亿

元，日均业务量 １６万多笔、金额 １３００万元。

３Ａ支付网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开通向社会提供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支付交易手段，

实现３Ａ（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ｗａｙ） “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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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查询、主动缴纳各类收付费服务。广州财

税库行横向联网业务 ２００９年日均业务量 ３６万

笔，日均金额５７亿多元。

【信息安全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

东银监会高度重视亚运会举办期间的信息系统安

全保障工作，组织银行机构对信息科技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进行全面梳理，加强风险预警监测工作，

重点加强重要业务系统和关键节点的运维监控，

多管齐下做好信息安全工作，提升风险防范水平。

各金融机构认真规划、周密部署，开展对网站、电

子银行等重要信息系统的风险评估工作，加大运行

监控和安全保障力度，严查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可

靠性，完善和修订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工作，

保障了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加强网络安全体系

建设，严格执行互联网与内部网物理隔离策略，

按照农总行规范采用千兆防火墙等安全产品对外

联网络区进行重构；开展信息系统安全定级工作，

按照等级保护工作要求和实际情况对全行信息系

统进行梳理和等级划分。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积极配合上海灾备中心

的建设和演练，通过引进新磁盘、实施 ＯＦＰ系统

磁盘级别的数据实时同步、调整与灾备中心磁盘

匹配等措施，不断完善华南数据中心与灾备中心

的远程灾备项目。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工作，开展

了华南中心数据下传平台、华南中心核心网络以

及多项重要系统的主备机切换工作。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在全面梳理与完善现有恢

复方案的基础上，利用 ＶＭＷＡＲＥ虚拟化技术，

实现服务器在线 “一对多”备份，实现分钟级的

系统快速恢复；通过优化各类操作系统和应用软

件的配置，消除服务器安全隐患；投入建设灾备

机房，进一步提升信息系统的应急保障能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分行于２００９年完成

了对信息科技内部风险和外包风险的自查工作，

完善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制，成立了信息科技

管理委员会，明确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部门。

２００９年６月，广东证监局联合省公安厅网警

总队和广州、东莞等地市网警支队，以及相关专

业技术检测公司对辖区所有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和期货公司开展了一次信息安全大检查，督促有

关机构消除网络安全薄弱环节。国庆前夕，该局

又配合证监会有关部门开展了辖区证券期货业信

息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各机构应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广东保险业信息化规章制度体系逐渐健全。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行业共制定８４０项信息化管理

制度，每家机构平均制定的制度达１５项，包括机

房管理制度、数据管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和应急预案制度等。

（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陈　艳）

公　　安

２００９年是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

“五个一网”工程建设全面开展的关键之年。一

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围绕公安部部署的 “三项建设”和 “金盾工程”

二期工作，以 “五个一网”工程建设为总体目

标，以推进公安信息化应用为主线，认真组织开

展科技强警示范县 （区）建设，稳步推进公安重

点实验室建设，加强规范技术防范行业管理，较

好地完成了各项公安科技工作任务，取得了显著

的工作成效。

【科技强警示范县 （区）建设】　２００９年是全省

科技强警示范县 （区）建设的验收之年，广东省

开展了全省科技强警成效的评估工作，及时总结

经验，强化宣传示范，进一步推动科技强警示范

县 （区）创建工作。据统计，示范县 （区）创建

工作开展以来，科技强警工作得到了当地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２１个创建单位围绕公安中心工

作，创新思路，大胆改革，共投入 １１０５亿元，

建设了４１０个项目，公安工作的科技含量得到进

一步提高，民警应用科技手段的能力得到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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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公安机关维护稳定、打击犯罪的战斗力得

到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服务群众、队伍建设

等各项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全省

科技强警示范县 （区）建设工作也得到省委常

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以及宋

海副省长等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人民公安报》

以 “科技强警　如虎添翼———广东省公安机关科

技强警示范县 （区）建设巡礼”等为主题，宣传

广东省的建设成果。

【“五个一网”建设】　２００９年，按照省公安厅党

委提出的 “五个一网” （视频监管一网控、办案

办公一网通、信息情报一网综、服务措施一网办、

工作执法一网考）信息化建设总体目标，省公安

厅制定了 “五个一网”工程实施方案和 “金盾工

程”二期建设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本省 “五个一

网”和 “金盾工程”二期建设工作，明确了全省

公安信息化建设和信息通信工作任务。

“工作执法一网考”建设推广　省公安厅大

力开展 “工作执法一网考”建设推广工作，为

“五个一网”建设提供 “源动力”。２００９年，在省

公安厅党委高度重视下，在完成全省民警绩效考

核系统的研发和试点的基础上， “一网考”已在

全省公安机关指挥中心、派出所、巡警、刑侦、

经侦、出入境、交警、消防、边防、监管、网监

等１１个警种和部门全面推广应用，全省共有３７６２

个基层所队使用该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

柱，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等领导在视察本省 “一

网考”工作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视频监管一网控”建设　２００９年以来，省

公安厅集中力量深入推进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和应用工作，实现了建设和应用成效的双丰

收。全省共建成治安视频监控镜头 １０３６万个，

其中，公安机关可直接调控的一类点监控镜头

７４９万个。全省８０％以上的城市派出所、珠三角

地区９０％以上的派出所建立了视频监控室，并实

现了与派出所值班室的 “两室合一”。８７％的县

（区）公安局建立了监控分中心，１８个地级以上

市完成市级监控中心建设。 “一网控”省级平台

已完成 “金盾工程”二期立项准备，一张覆盖全

省的全天候、多层次的视频监控网络已初步形成。

２００９年，全省应用视频监控系统破获各类案件

１８万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２万余名。

【信息系统建设和信息应用】

警务综合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　至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底，全省２１个地市已完成数据入库，省级库

共有各种数据４４４０万条，图片数据１０２９万张。

全省２１个地市已有２６８６个派出所、１３６万名民

警使用该系统办理案件和开展日常警务工作，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大情报”系统建设　面向全警应用，在警

综系统的基础上建设了警综情报应用平台。至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该平台已在广州、东莞等７个市

开展试点应用，取得了初步成效。自７月推广应

用以来，公安机关利用该平台开展案件串并、分

析研判，共串破各类案件１１２串６３１起，涉案金

额２６４８万元。

面向专业情报部门，初步建成了综合情报平

台重点对象管控子系统、情报研判基础子平台、

门户网站等，其中，重点对象管控子系统已在广

州、深圳、珠海、肇庆等４个试点地市推广应用。

继续加强信息资源采集和整合共享工作，制

定了 《广东省公安内部信息资源共享目录》和信

息采集工作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推动信息采集、

整合、共享长效机制的形成。

“信息化民警”和 “信息化应用”　２００９年，

省公安厅下发了 《广东省公安机关 “信息化应

用”暨 “信息化民警”达标考核工作方案》等一

系列文件，在全省部署开展 “双达标”活动，推

广信息系统深化应用先行单位建设经验，并于１２

月开展了现场考核工作。此举使广大民警信息化

应用技能得到进一步巩固，业务系统使用能力得

到大幅提高，信息化工作得到进一步落实，推动

形成了 “全警采集、全警录入、全警应用、全警

共享”的信息化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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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管理】

科研立项　为推动全省公安科研工作，省公

安厅积极组织全省公安部门开展申报公安部和省

科技厅科研立项工作。２００９年，公安部批准１个

项目为重点科研计划项目、６个项目为应用创新

计划项目、１个项目为公安理论及软科学计划项

目；省科技厅批准３个项目为省科技厅计划项目，

项目获得经费资助共计１１２万元。

科研项目验收和奖励　为保证科研项目如期

完成，省公安厅按期跟踪检查项目情况，并积极

指导完成的项目做好验收材料的准备工作。２００９

年，全省共完成１４个项目的验收或鉴定，有１个

项目获得公安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实验室认可工作】　２００９年，经过国家认可委

专家组现场评审，广东省公安厅刑事技术中心、

广州市公安局刑科所、深圳市公安局刑科所、中

山市公安局刑科所相继通过实验室认可现场监督

评审。佛山市公安局刑科所、顺德区公安分局技

术室、惠州市公安局刑科所于２００９年顺利通过了

实验室认可，其中，顺德区公安分局技术室成为

全省第１个、全国第２个独立通过国家认可的县

区级公安刑事技术单位。

（广东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　朱晓毛）

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

２００９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６８００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０３％，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７４０％，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２１２７％，海洋

经济总量连续１５年居全国首位。滨海旅游业、海

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以及海

洋渔业等五大海洋产业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分别实现增加值７６７亿元、５３０亿元、３３０亿元、

３２０亿元和３００亿元。

为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

促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决定》精神，２００９年，

省科技厅与省海洋渔业局、省旅游局、省外经贸

委联合对阳江、茂名和湛江的海洋经济工作进行

督察，积极推动粤西 “科技兴海”战略的实施。

【海洋资源调查】　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

项 （“９０８专项”）是我国实施海洋综合开发和管

理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大的海洋调查项目。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完成

了水体调查、海岛调查、海岸带调查、海域使用

现状调查、沿海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等方面的计划

任务，基本摸清了全省海洋资源的家底。２００９

年，广东实现了与国家数字海洋节点的连通，人

工鱼礁子系统已经基本完成。

【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规模化筛选海洋生物

活性物质与新药研发”项目，开发出热带海洋生

物活性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技术，在提取鉴定的

约９００个热带海洋生物化合物中，有约１１９个为

国际上首次发现；建立起虾青素微藻的低成本规

模化培养技术和微藻 ＣＯ２减排技术；开发原无直

接利用价值的生物资源 （如甲壳质、大型藻类

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创新技术和富有市

场前景的高附加值海洋生化制品。

海洋地质与矿产资源开发　广东摸清了华南

地区古海洋热水沉积建造的地球化学及成矿效应，

并对近海高水垂比大位移钻井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及应用；开展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若干基础研究，

建立起国际上第１个海底冷泉流体渗漏系统天然

气水合物沉淀化学动力学模型。

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　近年来，广东省积极

推进海水利用技术改进，重点发展海水淡化工程，

并鼓励企业发展海水淡化设备配套设备。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从事反渗透、电渗析淡化设

备配套生产的单位有２３家，淡化技术应用工程公

司有８０多家，已初步形成了以反渗透技术为主体

的海水淡化技术产业群体。２００９年，广东实现海

水利用业增加值５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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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开发　广东海洋能发电主要以海洋风

力发电为主，而其他如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

发电还处于探索阶段。２００９年，广东实现海洋电

力业增加值１６亿元。作为新兴海洋产业，海洋

能发电在近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沿海地区已建

风电场１１个，总装机容量４４万千瓦，在建１０个

总装机容量达５２万千瓦。

【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

海洋环境保护与修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以南

海典型生态区和典型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

了海洋生物种群多样性与生产机制的研究，取得

一系列创新性学术成果，总体达到国内外同类研

究先进水平；首次摸清华南沿岸海草种类、地理

分布及其环境状况，编制出 《中国海草保护行动

计划》，为国家实施近海特色生态系统保护策略提

供了行动指南；组织编制珠江口及邻近海域生态

环境修复规划，有效开展赤潮监测预警和重大海

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

海洋环境监测　２００９年３月， 《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经省

人大审议通过，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加大海洋环境监测监管力度，审核、

核准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４０

多项，完成惠州大亚湾海洋环境容量研究试点，

启动珠江口等海域海洋环境容量研究。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广东省组织实施人工鱼

礁建设议案，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建成和在建礁

区共２６座。２００９年，全省新建人工鱼礁５个、海

洋牧场４个；成功举办第２届广东 “休渔放生节”

主题活动和２００９年南海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放流

海水鱼虾苗１７亿尾，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完善工程建设项目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

切实降低各类工程项目对水生生物资源及水域生

态环境的损害。

自然保护区建设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建

立了以珍稀濒危物种、水产种质资源、珊瑚礁、

红树林、海草床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与水产自

然保护区 ９４个，保护区总面积达 ６８万公顷。

２００９年，全省新建５个自然保护区、２个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晋升２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区数量和面积在全国系统内继续领先。广东省还

启动 “一区一法” “一区一品” “一区一题”工

作，保护区建设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海洋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２００９年，全省各地

国家和省属重点建设项目海域使用有序有效，全

省批准用海项目４０个，安排用海面积 １万多公

顷，新增工业建设用地４６７４公顷。广东省率先

建成全国第１个３０万吨级原油码头，港珠澳大

桥、阳江核电站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深圳港运输基地、汕头东部城市经济带、东莞长

安新区等项目加紧建设，广州龙穴造船基地、台

山核电站等项目进展顺利。

【海洋宣传活动】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成功承办

“７·１８”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暨首届中国海

洋博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

协副主席罗富和，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广东

省省长黄华华等２１个省部级以上领导出席活动，

前往参观的人数达１３万多人次，各类媒体刊登和

转载信息超过１８万条。在该次博览会上，广东

海洋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成果得到充分展

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陈海丽）

环境保护与生态整治

【科技奖励及成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环保科技

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污水污泥板框压滤技术与

设备”项目荣获环境保护部２００９年度环境保护科

学技术奖三等奖。“湿法烟气同时脱硫脱硝成套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粤港珠江三角洲空气监控系统建

设”项目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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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评选出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环境保护科技奖项

目，其中，一等奖项目 ３项，二等奖项目 ７项，

三等奖项目１０项。

２００９年９月，在广东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简称 “水专项”）的

“东江流域水污染控制与水生态系统恢复技术与综

合示范”项目通过了国家水专项办的实地检查，

该项目的１０个课题全部通过论证并正式启动。

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 “重点城市群大气复

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的研究工作进

展顺利，取得了预期成果，主要包括：１．完成了

包括ＶＯＣｓ在线测量仪、基于 ＤＭＡ／ＣＰＣ＋ＬＰＳ的

大气细粒子谱分析仪、双波长三通道气溶胶拉曼

激光雷达、ＡＯＤ和ＮＯ２的卫星遥感监测等在内的

关键监测技术研发；２．完成了大气复合污染立体

监测技术体系构建并进行了综合观测验证；３．完

成了珠三角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升级规

划；４．构建了大气污染物动态源清单的技术体系

和技术平台；５．完成了２０１０年广州亚运空气质

量保障研究。这些课题研究成果，为珠三角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控制乃至亚运空气质量保障提供了

坚实的科技支撑。

【环境标准管理】　２００９年，省环保局组织有关单

位编制完成并会同有关部门共同颁布实施了１０项

广东省地方环境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地方环境标准

体系，为环保执法和污染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２００９年颁布实施的１０项地方环境标准分别

是：《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ＤＢ４４／６１２—

２００９）、《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ＤＢ４４／

６１３—２００９）、 《车用汽油 （仅用于实施第四阶段

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用汽油）》

（ＤＢ４４／６９４—２００９）、《车用柴油 （仅用于实施第

四阶段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用柴油）》

（ＤＢ４４／６９５—２００９）、《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

及检测方法 （遥测法）》 （ＤＢ４４／Ｔ５９４—２００９）、

《在用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简易瞬态工况法）》（ＤＢ４４／６３２—２００９）、《在用

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加载减速工况法）》（ＤＢ４４／５９３—２００９）、《在用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 （稳态工况法）》 （ＤＢ４４／５９２—２００９）、 《印染

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ＤＢ４４／Ｔ６２１—

２００９）、 《印制电路板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

范》（ＤＢ４４／Ｔ６２２—２００９）。

【生态保护】

土壤污染调查　２００９年，土壤污染调查工作

认真按照 《广东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方案》

组织实施，调查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土壤样品分

析测试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样品采集 （包

装运输与制备）、实验室分析测试、异常点核查和

数据录入等主要环节的数据质量顺利通过环保部

检查组专家的现场检查；广东省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数据已上报，并一次性通过了环保部生态司的

数据审核；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大纲已通

过论证，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作为全国

重点区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已开始编写。

市区、村镇生态建设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深

圳福田区创建生态市、区通过环境保护部组织的

考核验收，中山市成为我国第一批通过国家考核

验收的地级市。

全省继续深入开展创建省生态示范村 （镇、

场、园）活动。２００９年，全省新增 １４个广东省

生态示范镇，至此，全省已成功创建广东省生态

示范区 （村、镇、场、园）５０１个。

自然保护区建设　省政府批准翁源青云山、

茂名林洲顶鳄蜥、陆河花鳗鲡、揭东桑浦山—双

坑４个自然保护区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１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６４个。

【清洁生产】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与省经济信息和

信息化委员会 （原省经贸委）、省环保局按照 《广

东省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办法》联合开展全省清洁

生产企业考察与审核工作，并对其中１２８家在清洁

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企业给予通报奖励。

５６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开展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确

定了２７家示范项目企业。据初步统计，清洁生产

示范项目总投资约５亿元，预计减排废水排放总

量为３１７８万吨／年，减排ＣＯＤ２８４３吨／年，减排

ＳＯ２７３６０吨／年，减排重金属４７４吨／年，减排有

机溶剂５４４吨／年，减排固体废物２３５万吨／年，

示范意义显著。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科技处　刘洁卿）

能源开发与利用

２００９年，广东的终端能源消费量达到了

２３９４３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了７４％。原煤、

油品和电力分别占终端能源消费量的 １２２％、

２０９％和４６３％。２００９年，广东一次能源生产量

仅为 ４３９２万吨标准煤，仅占能源消费量的

１８３４％，能源自给率低，对外依存度很高。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统计数据看来，广东能源生产总

量的年均增长缓慢，２００５年开始全年能源生产总

量开始下降，而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使得广东

能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广东省能源单耗处于全国最好水平之列。

２００９年，单位ＧＤＰ能耗为０６８４吨标准煤／万元，

较上年下降４２７％，仅次于北京处于全国第２位。

２００９年，广东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０８０９吨标

准煤／万元，同比下降６９４％；单位 ＧＤＰ电耗为

１００２０９千瓦时／万元，同比下降 ６１３％。其中，

广东单位ＧＤＰ能耗的绝对值仍继续居全国第２低

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标的降幅广东仅居

全国倒数第５位。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单位ＧＤＰ能耗累

计下降１３８９％，完成了 “十一五”目标进度的

８５７７％。２００９年，全省 ＬＥＤ照明产业增速超过

２５％，实现产值３９０亿元，企业逾２６００家，产业

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积极开展 “能源紧缺体验

日”活动，倡导 “少开一天车”“少开一台电梯”

“少开一天空调” “少开一天灯” “少用一张纸”

等 “五个一”体验行动；加大节能降耗工作力

度，严格执行节能问责制和 “一票否决”制；建

立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加快淘汰小钢铁、小

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抓好电力工业 “上大压

小”；深入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鼓励发展能源

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和产品，积极开发

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进建筑节能，稳步

开展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和改

造；加快实施节能减排科技行动计划，完善节能

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体系，推动节能市场化

进程。

【能源项目与节能建设】　２００９年，一批能源项

目上马，推进了广东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广东惠

州中海１２００万吨炼油项目建成投产，阳江、岭

澳、台山１０８８万千瓦核电机组顺利推进。中国与

科威特合资建设广东首期１５００万吨炼化一体化项

目由珠三角腹地———广州南沙迁到东海岛。投资

３２亿元的湛江龙腾物流球团项目热负荷联动试车

成功。该项目首创国内原料堆场全封闭，环保达

世界水平。西气东输二线东段工程在深圳开工，

中亚天然气将先行进入西段沿线城市，２０１１年年

底将实现全线贯通投运，２０１２年输气量将达到

３００亿立方米。项目投运后，中亚天然气将输送

到长三角、珠三角直至香港，成为又一条重要的

油气战略通道。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洲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型 ＬＥＤ显示屏成

功入选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天安门广场大型庆典活

动ＬＥＤ显示系统建设项目。

天然气水合物 （即 “可燃冰”）研究开发

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地球化学所等单位承担的 “南海天然

气水合物富集规律与开采基础研究”项目启动，

这标志着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９７３”计划项目正

式启动实施，将为我国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

探和开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具有重要

的经济和科学意义。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广州东

江口海洋地质调查专用码头举行欢迎仪式，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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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艘自主研制的天然气水合物综合调查船

“海洋六号”建造成功并正式加入我国海洋地质

调查行列。 “海洋六号”将以海底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调查为主，兼顾其他海洋地质、海洋矿产资

源调查工作。该船的投入使用，将有力地推动我

国海洋地质事业的发展。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深圳成为１３个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之一。深圳

率先在全国建成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先导城市和

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广汽丰田旗下的混合动力

凯美瑞轿车正式获得投产批准。

亚洲能源论坛　２００９年 ８月，以 “能源革

命：增长·绿色·合作”为主题的首届亚洲能源

论坛在广州举行。亚洲能源论坛是一个非政府、

非营利的国际组织，是亚洲地区有关政府能源部

门、能源机构、能源企业和学术界开展对话的高

层次平台，将致力于亚洲乃至国际能源经济、能

源发展、能源合作等研究和探索，推动区域能源

资源整合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论坛将永久落户广

州。该次论坛在全球经济危机蔓延、全球经济体

系经受着冲击和影响下召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和战略意义。会议得到各届人士的大力支持，亚洲

各国能源政要、中国能源产业界人士、相关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共计１２００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科技成果及奖励】　一批能源方面的科技成果
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大大推动广东省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见表８－２－７－１）。

表８－２－７－１　广东省能源方面部分获奖成果 （２００９）

序号 获奖项目 承担单位 获奖类别

１ ＭＹ１５系列风力发电机组
广东明阳风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２
广州大学城集约化建设中节能、

环保、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

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华南理工大学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３
湿法烟气同时脱硫脱硝成套技术

研究与应用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Ｂ厂）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４
ＬＥＤ芯片、封装结构、白光 ＬＥＤ
及ＬＥＤ道路照明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

鹤山丽得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５
大型发电机组轴系快速全息诊断

及动平衡方法研究
广东省电力工业局试验研究所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６ 高效电磁节能灯 广东顺祥节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７
绝缘油中腐蚀性硫导致变压器

故障的研究及预防
广东省电力工业局试验研究所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８
岭澳核电站工程设计关键技术

研究和应用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９
高效节能精密空调关键技术的

研究开发
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７６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续上表）

序号 获奖项目 承担单位 获奖类别

１０
ＥＲ１４２５０型 高 能 锂／亚 硫 酰 氯
电池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１１
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制及产业化

技术研究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１２
汽车用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系统的

开发和产业化
东莞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１３
采用 ＰＶＢ封装的新型光伏建筑
一体化组件及系统的研制、产业

化与应用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　２００９
年，广东以核电为主的新能源和以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小水电为主的可再

生能源技术和应用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核电　２００９年，广东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特
别是大力发展核电和核电产业。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全省拥有在役核电装机４００万千瓦，在建核
电装机８４８万千瓦，均约占全国的一半。
２００９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韶关核电筹建处

揭牌，规划建设４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
广东台山核电厂一期工程已经国务院核准正

式开工，核岛、常规岛和辅助设施的土建工程已

全面开工，工程设计、设备制造、现场施工及国

产化、自主化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台山核电站

一期工程建设２台机组，单机容量为１７５万千瓦，
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台山核

电站将采用欧洲先进压水堆 （ＥＰＲ）三代核电技
术，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一代改进型压水

堆核电技术。台山核电站是全球第３个采用这一
技术的核电站。

太阳能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在太阳能研究与应
用推广取得较大进展，光热光电的应用逐步广泛。

８月，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
在广州签署了 《广东粤电华南理工大学光伏发电

并网电站示范工程合作协议》，由粤电集团投资约

１４亿元，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在其南校区建设

广东省内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电站，

该工程规划建设规模为５兆瓦。７月，河源市与
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清洁能源企业———汉能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就建设太阳能光伏研发制造基地达

成合作协议，该基地落户中山 （河源）产业转移

园，首期投资２８０亿元，建设１０００兆瓦薄膜太阳
能电池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太

阳能光伏产业研发制造基地。

风能　２００９年，广东风能科技开发与应用取
得了较大进展，风能项目逐步推进，取得了一批

风能科研成果。２００９年，世界首台兆瓦级半直驱
风力发电专用开关磁阻发电机在深圳成功下线，

这一大型垂直轴开关磁阻风力发电机的推出，填

补了大型风力发电专用开关磁阻发电机领域的空

白，在青海风电场运行１年多和经有关技术检测
验证，表现出多项技术优势。

生物质能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更加广泛地推动
生物质能的应用：推广沼气技术，垃圾焚烧发电

和生物质燃烧应用更加广泛，推动生物质液体燃

料研究和应用。采用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建于广东省博罗县的千吨级

生物质气化合成二甲醚示范装置一次投料试车成

功，实现全流程贯通。该装置采用低焦油流化床

富氧—水蒸汽复合气化、粗合成气一步临氧重整

调变和一步法二甲醚合成等关键技术，由木粉等

生物质原料生产出二甲醚产品，标志着我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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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生物质气化合成二甲醚技术初步具备产业

化能力，对生物质化工的高端发展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基于农林类生物质资源发电技术的全生命

周期综合评价体系，对我国生物质能规模化发展

的技术路线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生物质能

规模化利用的可行性论证和技术选择提供了量化

的评价基础。

海洋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与珠海

市合作依托国家项目建设海岛可再生能源独立能

源系统，实现在海岛的发电，推动海洋能在海岛

应用逐步实用化。

地热能　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

所地热试验室的低温地热双工质发电系统及关键

技术研究并计划开展干热岩研究进展顺利。该研

究将进一步提高地热能的利用水平。

水电　广东是仅次于四川的全国水电第２大

省，２００９年新增小水电装机１６６３万千瓦。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小水电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投入使用。

该信息系统利用本省水电站安全核查和分类定级

工作中收集到的基础数据，建立起覆盖全省的水

电站基础数据库，进而构建起一个动态的监测管

理系统，从而实现水电站信息的录入、查询、统

计、评价等功能。通过该系统，可以随时随地了

解全省小水电站的各种信息，准确和全面地掌握

小水电发展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全省水电站的

动态管理提供保障，是提高广东省水电站管理水

平的重要举措。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苏秋成）

交　　通

科技进步是加快交通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支撑，

广东交通科技积极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等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科技水平得到全面的

提升，促进了交通行业事业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省交通建设完成投资 ６７０亿元，

为年计划的１１７５％，同比增长２０３％。公路完

成投资５８５６亿元，为年计划的１２０７％，同比增

长３２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港航建设进度

有所放缓，港口完成投资６７３亿元，为年计划的

１０３５％，同比下降３３％。航道完成投资８１３亿

元，为年计划的８１３％，同比下降１６６％。公路

客货站场完成投资 ３４２亿元，为年计划的

５７１％，同比增长４３１％。更新改造、车船购置

及其他完成投资５６亿元，为年计划的１３９４％，

同比增长９４４％。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１８５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成４０３５公里、一

级公路１００３９公里、二级公路１８７９３公里、三级

及以下公路１５２万公里。公路桥梁达４００６５座／

２０４７万延米，公路密度达１０２９公里／百平方公

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为１１８４３公里，等级航道

（七级以上）４３０５公里。港口泊位为 ２８９１个，

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２３７个。港口年通过能力达

１１２６亿吨。全年公路水路客运量、客运周转量、

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分别为４０８６亿人、１４７７１２

亿人公里、１６２１亿吨、４４５６３７亿吨公里，同比

分别下降 １２％、增长 １５％、增长 １９７％、增长

９３％。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为１０３亿吨，同比

增长 ４％；外贸吞吐量为 ３８亿吨，同比增长

０３４％；集装箱吞吐量为３６７８７万ＴＥＵ，同比下

降８９％。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交通系统共有１２项科研成

果通过鉴定；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共有６个项目

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 “高速公路

深厚软土地基处理新技术开发与应用”获二等奖，

“高等级公路沥青路面薄层罩面预防性养护效果研

究” “广东省高速公路路面、桥梁养护管理系统

的开发及应用” “广东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综合

管理平台”“碾压式贫混凝土基层关键技术研究”

“重载高温区沥青路面罩面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等５个项目获三等奖。

【轨道交通】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轨道交通５号线、

４号线车陂南至万胜围段开通试运营，开通总里

程延长至１５０公里。广州地铁全年共安全运送乘

９６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客６８亿人次，约占全市公交总量的２０％，日均

客运量１８４９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达３２１万人

次。在广东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广州地铁满意度

连续第３年位列全省十大服务行业榜首。

２００９年，广州地铁总公司参与国家 “十一

五”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项，完成科研项目

１６项；主编行业技术标准 １０项，参编 １９项，２

项科研成果在广东省建设行业推广；出版科技创

新专著９部；完成技改及国产化项目５７项；组织

完成国家专利申请１４项，其中发明专利３项。

“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资源共享应用研究”

项目通过了省科技厅鉴定，“地铁信号故障模拟演

练系统研究与开发” “地铁进口交流传动车辆大

修体系和技术创新” “复合地层盾构施工理论和

技术创新研究”等３个项目通过广州市科技局鉴

定。 “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资源共享应用研究”

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复

合地层盾构施工理论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项目

２００９年度获广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地铁进

口交流传动车辆大修体系和技术创新”项目获

２００９年度广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完成编制并发布 《城市轨道交通直线感应牵

引电机技术条件》 《城市轨道交通直线电机车辆

通用技术条件》等２项行业标准。“轨道交通平台

站台屏蔽门与列车联动自动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

发”“城市轨道交通ＤＣ１５００Ｖ钢铝复合轨受流系

统研究与开发”等２个项目被省建设厅列为２００９

年度广东省建设行业科技成果第１批推广项目。

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资源共享应用研究　该

项目成果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项目以广州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和运营为背

景，在充分总结广州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经验的基

础上，以线网资源共享为目标，系统地从宏观规

划、基础数据、系统制式、运营管理、城市规划、

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专题研究，项目

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广州轨道交

通建设和运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

成果已在广州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及２／８号

延长线、３号线北延段、４、５、６、７、９号线多个

项目的前期研究、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营组织中

得到充分应用，在系统优化、资源共享、节省建

设投资、降低运营成本、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进度

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研究成果对国内轨道交通又好又快发展也具有重

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部分内容已被相关国家标

准采纳。

地铁进口交流传动车辆大修体系和技术创新

该项目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项目研究建立了进口交流传动车辆的大修技

术体系，制定了进口交流传动车辆大修规程、大

修工艺、大修流程、大修验收规范等技术文件，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用性强，实现我国进口

交流传动车辆自主大修，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对我国其他城市的交流传动车辆大修技术发展具

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项目利用 “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方法，通过加大车辆零部件国产

化力度和维修技术的研究，掌握了进口地铁车辆

维修和部件深度维修技术，实现了车辆维修新突

破，提高了车辆技术水平和可靠性，替代了进口

车辆的部分重要部件，降低了大修成本。研制的

维修工装和检测设备，提高了维修工作效率和质

量，并已申报和获得多项专利，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研究成果已在广州地铁１号线大修中得到充

分应用。经法定机构检测，大修后列车的主要技

术指标及性能达到原车出厂的要求。第１列大修

车已安全运营超过１４万公里，其余５列车运营均

接近１０万公里，从运行情况来看，列车在大修后

的质量状态稳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项

目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该技术领域的空白，达到

了国内领先水平。

复合地层盾构施工理论和技术创新的研究

该项目成果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项目创建了复合地层条件下盾构施工的

理论与技术体系，提出 “地质是基础、盾构机是

关键、人是根本”的复合地层盾构施工理念，建

立了喷涌、泥饼和有效推力等概念，优化了复合

地层盾构机刀盘设计和刀具配置，为复合地层盾

构机设计、盾构施工提供了指导性理论依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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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质情况下盾构施工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

作用。项目成果在国内首次成功研究并应用了复

合地层中盾构施工的系列关键技术，其中盾构过

江技术、盾构施工自动导向技术、盾构同步注浆

及二次注浆技术、多种多样的添加剂应用技术、

始发到达技术、辅助工法应用技术等，弥补了国

内类似盾构施工的缺陷，有效地规避和预防了盾

构施工过程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成功处理了一

系列复合地层极其复杂的技术难题。其中，溶洞、

花岗岩球状风化体的处理技术、复杂地层掘进的

沉降控制技术、常压和带压换刀技术、沙砾层盾

构施工技术等，为类似地层的盾构设计和施工提

供了指导，在工程中取得了数以亿元的经济效益。

【重点科技成果选介】

高速公路深厚软土地基处理新技术开发与应

用　该项目应用领域是土木建筑交通工程。课题

研究依托中江高速公路、佛山一环公路、广云高

速公路、二广高速公路等实体工程，在室内外试

验、理论计算分析、施工技术开发及应用效果评

价等方面对高速公路深厚软土地基处理新技术、

新方法、新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

针对软土分布广、含水量大、深厚等特性，

根据高速公路对沉降变形控制要求高的特点，遵

循高效、节约和经济性原则，该项目开发了系列

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公路深厚软土地

基处理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并建立相应的

计算理论。

课题研究成果在中江高速等多项依托工程中

得到应用，取得了 “竖向排水体抽真空排水加固

软基地基的方法”等 ８项国家专利，并编写了

《软基路堤水载预压施工工法》《路堤下砼桩复合

地基与排水固结综合运用施工工法》 《堆载联合

加强型袋装砂井处理公路液化砂层与软粘土双层

地基的施工工法》和 《袖阀管注浆技术加固软弱

地基施工工法》４个工法，累计取得经济效益

１１０亿元，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

成果适用于高速公路深厚软土地基处理，亦

可推广应用于高速铁路、市政工程和港口工程等

大面积深厚软土地基处理工程中，应用前景广阔。

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高效真

空预压新技术和负压条件下固结理论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重载和高温作用下沥青路面罩面结构和材料

研究　该项目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计划，

由广东广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路面扩建管理处和

长沙理工大学共同研究完成。项目以重载高温区

沥青路面罩面建设与研究为基础，结合广韶高速

公路沥青路面罩面实体工程，对工程建设中的沥

青路面罩面结构组合与设计、路面材料技术、化

学纤维和抗车辙的应用技术、调平层与粘结层技

术等有关技术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系统研究，提

出了施工技术指南，并现场指导施工。

该项目结合旧路面调查结果和车辙试验方法，

利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及灰关联

分析，对路面实际车辙与材料的关系进行了统计

分析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研究，得到了路面车辙

与材料高温性能指标动稳定度之间的经验关系和

形成路面车辙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材料

设计指标标准。

该项目进行了８种不同沥青混合料不同状况

下的三轴抗剪强度试验，系统地研究了沥青混合

料的抗剪性能，回归建立了动稳定度和沥青混合

料抗剪参数ｃ、的相关关系。运用ＤＳＲ、红外光

谱分析、ＤＳＣ分析和 ＴＧ分析等微观分析手段系

统研究了掺化学纤维和木质素纤维ＳＭＡ－１３及掺

抗车辙剂 ＡＣ－２０的高温性能和增强机理，采用

正交方法进行试验设计和分析，得到了最佳合理

的施工工艺参数。运用三维有限元、时温等效关

系等定量分析了轴载、温度、纵坡、车速和超高

对沥青路面剪应力的影响；根据考虑温度、重载、

纵坡、超高下沥青路面剪应力的验算和沥青混合

料动稳定度与抗剪参数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沥青

路面结构组合及沥青混合料动稳定度设计标准。

项目借助于长沙理工大学的道路结构与材料

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长沙）的先进试验仪器设

备，在大量室内及现场试验的基础上，通过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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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对比试验、分析与计算、现场试验与验

证，依据课题任务书 （合同）的要求，针对重载

和高温区沥青路面罩面铺筑的关键技术、结构与

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项目研究成果方案被推荐并在广韶高速公路

全线２００公里实体工程中推广应用。按照交通部

和广东省的相关文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表明，根

据广韶高速公路路面罩面施工中，单将罩面材料

由玄武岩改为花岗岩后可节约直接工程费达５１００

万元，同时还大大缩短了工期和减少对行车的干

扰，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该

研究成果不仅可在类似条件下的沥青路面的新建

与罩面工程推广应用，而且对于广东省乃至全国

的公路工程、城市道路和机场道面工程等沥青路

面的新建和罩面改造工程也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推

广的。

（广东省交通厅科技处　郑顺潮　黎　侃）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郑晓燕）

邮　　政

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省邮政

自独立运营以来，经营发展遭遇最大的困难，但

在省委、省政府和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全省

各级邮政进一步落实 “实现三大转变，打牢五大

基础，提升五大效能”总体战略，坚定不移地保

增长、保稳定、保民生，企业各项工作取得新突

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金融危机对广东邮政的负

面影响。２００９年，全省邮政和邮政储蓄银行 （以

下简称 “邮银”）合计实现收入９７３２亿元，同

比增长７６％；剔除邮银关联交易收入，实现收

入９６５６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增长绝对值为

７５７亿元，基本实现年初制定的 “保八”目标。

【科技项目实施及成果】　２００９年，省邮政公司

贯彻 “科技兴邮”战略，从以支撑为主转变为支

撑和引领并重，加大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力度，

先后下达３０个省邮政科技项目，项目经费共６１２

万元。“广东邮政邮务类发展研究”“广东邮政商

函作业流程优化研究” “邮政速递网络运行成本

分析研究应用” “广东邮政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及

管理规范”“非给据邮件全程时限跟踪试验系统”

“ＰＤＡ应用研究与速递投递应用试点”“邮政网商

创业园业务信息系统” “广东邮政名址信息系统

升级改造”等项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有力支撑和推进了广东邮政流程优化、

降本增效、资源整合、精细化管理等中心工作。

广东邮政邮务类发展研究　在金融类业务、

速递物流类业务独立发展之后，加快邮务类业务

发展是决定广东邮政今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战略问题。在此背景下，广东邮政适时进行

了 “广东邮政邮务类发展研究”。该项目对广东

邮政邮务类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全国先进兄弟

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找出了广东邮务类发

展的优势，找准了困扰邮务类发展的主要瓶颈，

项目全面系统地对邮务类及其各专业的发展定位

进行了明确，指明了广东省邮务类业务未来３年

发展的定位、方向和思路，对广东邮政邮务类业

务发展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很强的指导作用，

影响深远。以该项目为蓝本，广东省邮政公司出

台了邮务类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对促进广东省邮

务类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广东邮政商函作业流程优化研究　项目通过

加强商函业务处理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及有效沟通，

从名址数据库维护、商函制作、分拣封发、干线

运输和投递作一个全流程的分析，提出优化方案，

合理调配企业资源，削峰填谷，减少繁冗环节，

实现降本增效，提高了邮政企业运行效率和经济

效益。

该项目为广东省邮政新增收入以及节约成本

达到２７１８９万元，高于每年１１４４万元的成本投

入；使商函全程传递时限提前２ ３日，为商函

妥投率达到９５％、退信率低于２％的目标提供了

基础保障；为高端客户商函业务提供个性化业务

支撑，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在分拣环节，每分拣

前置约１５万件邮件即可节约１人天工作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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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升邮政商函服务水平，提高了妥投率减低了

退信率。

广东邮政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及管理规范　把

面临的金融资金安全、信息网络安全、交通安全、

邮件安全防范问题纳入风险重点防控，对安全工

作从更高的高度、更深的层次、更新的认识来全

面把握和解决，是应对当前新的安全形势的现实

需要。该项目通过安全责任体系、管控制度体系、

操作规范体系、防控设施体系、教育培训体系、

监督考核体系、安全文化体系等７个子体系的建

设，从领导层、管理层、操作层３个层面，构筑

应对 “资金、邮件、信息网络、消防、交通、灾

害 （突发）事件、保密、饮食卫生”等企业八大

风险的安全防范网络，实现对邮政安全运行 “全

员、全面、全过程”的矩阵式管理。

非给据邮件全程时限跟踪试验系统　该项目

借助基于射频识别技术 （ＲＦＩＤ）的全省邮件时限

自动跟踪监测系统，探索一套适合广东省非给据

邮件的全程时限跟踪方法，通过对广州市邮政局、

佛山市邮政局、广州邮区中心局的测试分析，验

证了方案的可行性。项目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支

撑作业流程优化，可以成为实施非给据邮件全程

作业动态跟踪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实现商函邮件

全程时限监控，效果明显，检查成本低。

经营信报箱资源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广州市

邮政局基于广州市邮政局信报箱资源丰富而进行

了研究与实践，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省邮政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广州已建成信报箱群４万余座，约

１５８万个信报箱格口，并且随着广州市城市人口数

量的快速增长，信报箱群建设需求持续增长。按照

政府规定，信报箱属于邮政为市民提供普遍服务的

重要载体，代表着邮政、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管

好、用好、维护好信报箱。该项目提出 “经营信报

箱”的理念和思路，以盘活信报箱资源为目的，开

拓以信报箱为切入点的邮政特有的数据库商函业务

模式，理顺函件作业流程，加强信报箱资源管理和

信报箱名址数据库营销的信息化建设。

代办点实时汇款系统　近年来，深圳市邮政

局大力发展代办点汇款业务，全市近６００个代办

点开办了此项业务，月均业务量约９０万笔。通过

开发代办点实时汇款系统，实现代办点与汇兑统

版系统的实时连接，实现对代办点交易的监控、

邮政储蓄银行与邮政局之间的清分结算，保证代

办点汇款业务的资金安全，成功解决了原代办点

使用脱机版系统办理汇款业务中的各种问题。通

过事先约定账户进行实时汇款的业务模式在国内

邮政同行属首创。通过代办点实时汇款系统应用

上线，深圳市邮政局强化了渠道建设，提高了代

办点汇款业务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代办点业务

的健康发展。该系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具有较好推广价值。

优化改进工艺设备和处理流程　集团公司立

项进行广州邮件处理中心包件分拣机信息化改造

和工艺设备改造，属于国内邮政第一次对进口设

备进行信息化改造及扩容。集团公司在邮政全网

范围内，对给据邮件处理实施网络化分拣作业模

式。广州邮件处理中心包裹分拣机信息化改造属

于两网互联互通工程建设的内容之一。

该项目于２００９年通过了集团公司的验收，获

得了高度评价。验收专家认为，该项目设计新颖，

应用新技术实现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工艺布局

结构合理、功能完备，解决了进口悬挂系统国产

化和包件分拣机的信息化改造难题，实现了包件

网络化分拣功能，整个系统运行稳定、操作便捷、

流程顺畅、满足生产需要。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０９年，省邮政公司为提高企

业信息化水平，完成了邮政储蓄系统物理大集中、

代理保险系统大集中、速递二期系统、商函业务

信息系统、１１１８５全省集中工程等，率先完成全

省机要通信作业处理信息系统上线，得到了集团

公司的肯定。推广上线 “网商创业园” “自邮一

族”等信息系统，为三大板块联动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优化扩容全省骨干通信网、各地市城市网，

提升了通信网对业务的支撑能力。强化信息网安

全维护，各项重点监控指标运行良好，ＡＴＭ完好

率始终保持在９５％以上，联网视频监控网点和金

库覆盖率达到９６％，保证了全年特别是节庆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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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邮政储蓄系统物理大集中工程　该工程是依
照集团公司２００９年编制的 《中国邮政金融 ＩＴ总
体规划》实施的重大信息工程。广东作为全国邮

政储蓄系统物理大集中工程试点省，完成了储蓄

系统、主机向全国中心的物理大集中，应用系统

跨平台、跨数据库版本的数据移植和系统切换，进

行各类测试验证系统的适应性，并进行新的运维模

式的探索。该工程时间紧，涉及面广，邮银双方密

切配合，克服了 “邮政储蓄交易量最大、切换上线

关联系统最多、工程实施最为复杂”等困难。

广东邮政数据集成中心研究与应用　经过两
年的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初步形成了符合邮政
特点、满足各级业务管理需求的数据中心，整合

了广东邮政综合业务 （邮务类）与金融业务 （金

融类）生产应用系统的基础生产数据，具有数据

采集、整合处理、发布的核心功能。数据集成中

心建设是广东省首次在全国邮政行业提出的，解

决了广东省采用集团公司的各类统版系统后带来

的业务部门日益增长的对跨系统数据统计、分析

的需求，具有重大意义。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省邮政公司科技
进步活动月以 “整合创新”为主题，以 “完善一

个体系，创新两个机制，确保三个提升”为主要

任务，开展了科技进步奖评审、科技征文等活动。

２３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８年度省邮政科技进步奖，其中
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
１１项。共收到科技征文１０１篇，评出获奖征文５８
篇。广州市邮政局等６个单位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企业标准化建设】　省邮政公司完成了全省５０
多万条邮政编码维护修订及宣贯工作，提高了邮

编名址库质量和大客户邮编质量；推进邮件进出

口分拣前置工作，简化内部处理环节，提升大客

户服务水平；实施了省内１１个中心局间的封发清
单无纸化改革；开展了邮政用品用具的标准化自

查和抽查工作，提出了整改措施。

（广东省邮政公司　丘春玲）

气　　象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气象科技以 “需求牵引，开

放联合，精心组织，注重实效”为基本原则，坚

持 “气象服务，科技先行”。坚持把瞄准世界气

象科技发展前沿同重视业务服务需求结合起来，

促进科研工作与业务服务的无缝连接；坚持把开

发经济发达地区的气象服务关键技术同开发防灾

减灾能力较弱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实用气象技术结

合起来，全面提高广东省的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坚持把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同促进全省科技业

务人才的成长结合起来，促进全省气象事业的全

面协调发展。

为 “深化资源整合，力促部门联动”，省科

技厅在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方面，以分类指导为

主、试点联合资助为辅的方式与省气象局启动了

联合组织实施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气象领域科技攻关
项目，为有效地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和公众防御气

象灾害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政策环境营造】　为加快推进气象部门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为现代气象业务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２００９年，省气象局制定了 《广东

省气象局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该方案以 “需求牵引，开放

联合，精心组织，注重实效”为基本原则，紧密

围绕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工作，

构建１３个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团队，通过深化气
象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气象科技创新机制，逐步

破解制约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的不利因素，提升

气象科技的创新能力，促进气象产品向准确化、

精细化、专业化发展，为广东气象防灾减灾和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与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气象
局共申请到国家级、省部级课题３７项，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项。依托科研项目研究，
为广东省现代气象业务体系提供了科技支撑。

亚运气象保障科技支撑　省科技厅在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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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领域重点专项支持省气象局 “亚运会气象预报

服务系统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开发针对亚运

会气象预报服务需求、适用于不同赛地和运动赛

场的局域精细大气和海洋数值模式，使对赛地和

运动赛场大气状况的数值预报和数值模拟的水平

分辨率达到几百米，为广州及周边城市的气候特

征、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规律以及生活气象指数

提供预报方法，为开展针对亚运会需要的全程精

细滚动预报服务提供有效的技术和科学依据，使

运动员、教练员、观众和游客充分感受到广州

“数字亚运”的魅力。

短时临近预报系统 “雨燕” （ＳＷＩＦＴ）在圆

满完成奥运短时临近预报示范项目后，继续升级

改造成 “天鹅” （ＳＷＡＮ），并依托广州区域精细

化分析预报系统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建设亚运场

馆精细化预报系统。推出了１０公里网格精细化预

报释用系统产品，完成了基于１公里分辨率地形

的天气要素插值算法，增加了风暴三维结构透视、

场馆预警预报时间序列和决策矩阵等实用功能。

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指挥系统优化　针对第１６

届广州亚运会人工消 （减）雨保障服务的需要，

广东省研制开发了 “亚运会人工消 （减）雨作业

指挥系统”，提高对外场作业的综合决策和实时监

控指挥能力，为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人工消

（减）雨作业做好充分的技术准备。

公共气象服务系统完善　开展 “灾害性天气

预警综合服务系统”研究，完善突发性公共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公共气象服务平台。通过多

种方式推出彩信周刊、海洋天气、家乡天气、一

周天气、山区天气、上下班天气、指数天气、田

园气象站等多个精细化、个性化气象预报服务

产品。

农业气象防灾减灾服务技术开发　开展 “华

南寒害影响定量评估技术应用研究”，编制了华南

地区荔枝、龙眼、香蕉寒害气候风险区划图，建

立了华南地区荔枝、龙眼、香蕉寒害灾损快速、

定量评估模型。加快 “面向农业防灾减灾的气象

信息整合与快速发布”系统建设，完善 “直通

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 “农业防灾减灾气象信

息产品制作与快速发布”模块，通过互联网、

“村村通”信息机对外快速发布农业气象信息服

务产品，提高农业气象信息产品的针对性、时效

性、多样性和准确性。

海洋气象研究　采用 ＧＰＳ探空仪与风廓线雷

达、微波辐射计进行多种天气条件下的对比试验，

对用于边界层探测的仪器设备进行了观测数据对

比检验与质量评估，初步开展了海岸带海陆风结

构、夏季风爆发前后的边界层特征、华南海岸带

暴雨过程的风场特征、飑线过程的边界层特征等

的观测分析。开发基于ＧＲＡＰＥ的新一代模式预报

业务系统，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各省 （区、

市）５天的大尺度预报产品、中尺度数值预报产

品、各地级市的城市要素预报产品、制作精细数

值预报产品、南海季风实时监测同化产品。开发

专业气象预测模式业务系统，开展热带气旋气候

特征、台风登陆过程、海气耦合以及海浪对台风

强度、路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进行大气—海洋

资料同化技术、海气耦合技术、热带气旋短期气

候预测方法的研究，研发了海—气双向耦合的华

南海岸带灾害性天气预测模式系统，研制了海雾

预报方法。

延伸期 （１０ ３０天）预报研究　由于受大

气科学进展和对大气认识水平的限制，１０ ３０天

延伸期预报理论和技术仍是世界性的难题。科研

人员综合运用Ｌａｎｃｚｏｓ滤波器、ＥＯＦ分解、小波变

换、功率谱和信号—噪声比等方法，通过分析

１９６２—２００７年共４６年的观测降水资料，研究得出

广东汛期降水的低频变化特征和延伸期预报方法。

卫星遥感资料应用　完成了 “基于ＦＹ－３的

华南地区海洋环境遥感应用示范平台”系统建设，

设计兼容 ＨＤＦ４和 ＨＤＦ５数据。实现了 “风云三

号”一级数据的海温反演算法及检验。对海洋水

色产品进行验证，结合不同水体类型对算法进行

修正。制作了海表温度季变化分布、不同水体温

度月变化图，开发了赤潮监测软件，实现对赤潮

的实时监测。研发了基于ＦＹ３Ａ／ＶＩＲＲ资料的雾监

测系统，实现了对华南海雾的监测。开发了 “风

云三号海洋应用示范系统”相关数据管理库，建

５７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立了资料库平台支撑系统。研制 “基于ＦＹ－２卫

星业务遥测信号电离层闪烁监测仪”，并初步建立

了珠三角电离层闪烁监测网。

【气候变化评估】

气候变化影响研究　开展气候变化对粮食安

全与热带亚热带农业、珠江流域水资源、广东海

岸带、珠三角城市群、重大工程等的影响研究，

开发综合影响评估工具，分析危险水平，评估适

应能力，实现评估方法业务化，组织完成区域和

省级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报告。建立了全省主要

灾害数据库和灾情检索系统。开展了全省热带气

旋、暴雨、寒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引进开发了气

候变化对广东极端气候事件、农业、水资源影响

的评估方法和模型。完成了广州市气候变化影响

监测、模拟和评估系统的建设。

气候可行性论证　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１４２号相关规定，组织参与多个核电厂、风电场、

揭阳潮汕机场、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

中海惠州炼化项目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气候可行性

论证工作。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基本完成全省风能资源

专业观测网建设，进一步完善了高分辨率风能资

源评估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计算出全省５０米高

度、水平分辨率为５公里 ×５公里的风能资源分

布状况。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广东风能

资源的过去变化事实及其成因，并对未来可能的

变化趋势进行了初步预测。完成了全省太阳能计

算及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引进开发出复杂地形下

１００米×１００米分辨率的太阳能评估模型，完成了

深圳市太阳能资源精细化评估。引进了农业气候

资源精细化区划系统，初步开展了广东省农业气

候资源精细化模拟与专题区划。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省气象局获国家

级、省部级奖励共９项，“自动气象站风速传感器

自动化检定系统”荣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２００９年

度科技成果奖； “基于 ＧＲＡＰＥＳ的综合临近预报

系统 （雨燕 ＧＲＡＰＥＳ－ＳＷＩＦＴ）”获 ２００９年度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５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８年度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其中 “广东省地面气象

资料实时采集系统应用”获一等奖， “农业气象

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获二等奖， “天气影视制

作控制系统软件应用推广” “沙田柚栽培气候适

应性分析”和 “气象信息大容量数据库系统及其

应用”获三等奖。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省气象局强化科技

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共获专利１项，计算

机软件版权９项，并向中国气象局申请科技成果

登记１９项。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省气象局与中国

海洋大学签订了 “海洋气象联合开放实验室”协

议，共建海洋气象科技创新团队；与北京市气象

局签署了科技业务合作协议，强化奥运气象服务

的成果应用；与省卫生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地

震局、新华社广东分社、广东电视台、南海舰队、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等多个部门、企业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深化细化双方在各自专项领域的合作。

【科普工作】　３月２３日是世界气象日，２００９年

世界气象日的纪念主题是 “天气、气候和我们呼

吸的空气”。省气象局向市民免费开放了位于五山

的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开放活动现场设有气象

专家咨询台，并实物展示了人工影响天气火箭发

射车、风廓线雷达、移动式气象雷达、气象应急

指挥车以及不同时期的气象卫星天线等，在影视

大厅循环播放世界气象科普宣传片。此外，活动

还邀请专家作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及其对人类的

影响等的专题讲座。

５月１２日是国家首个 “防灾减灾日”。省气

象学会作为承办单位，积极组织气象科技人员参

加科普宣传活动，并在活动现场设置气象防灾减

灾科普知识展板１０８块，提供有关气象法规和气

象避险的有奖知识问答题，向市民发放 《如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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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象灾害》《广东重大气象灾害》 《气象知识》

等气象防灾减灾宣传材料６０００多册。气象科技人

员现场讲解气象防灾知识、散发宣传材料，使市

民进一步了解到相关气象科学知识和防灾避险知

识，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

（广东省气象局　王桂娟）

地　　震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地震科技工作围绕贯彻落实

全国地震科技大会精神和 《国家地震科学技术发

展纲要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建立健全 “监测预

报、震灾预防、应急救援和科技创新”的防震减

灾 “３＋１”工作体系，努力提升地震科技对防震

减灾事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在地震科技创新和

应用、地震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方面的能力大幅

度提升，地震速报、地震预警和紧急处置等技术

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部分地震科技成果在全国

处于领先水平。

【科技项目管理与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地震局全

年共组织申报中国地震局和省级科技项目２１项。

其中，“地震预警与自动速报技术研发”“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发震与成灾机理探索及广东省的减灾

对策研究” “粤港澳地区地壳三维结构成像及地

震精定位研究”等项目获得批准。省地震局对口

支援汶川县地震小区划项目圆满结束，顺利通过

中国地震局专家组的验收，并将工作成果提交用

于汶川县恢复重建，受到了中国地震局和省有关

部门的肯定。“广州市燃气强震动监测预警处置系

统可行性研究”项目通过评审；开展了特大型桥

梁强震动监测与警报项目研究； “十一五”国家

科技支撑项目 “水库地震监测与预测技术研究”

在新丰江库区顺利实施；深圳市震害预测与防御

对策系统建设项目通过验收，技术水平达到了国

内同类项目的领先水平。

广东省地震紧急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其产业

化运用　在２００９年度全省现代信息服务发展专项

公开招标中，“广东省地震紧急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及其产业化运用”项目成功中标，获得省信息产

业厅资助经费２５０万元。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广

东省乃至国内首个地震紧急信息服务平台，提高

地震预警处置能力。该项目系统建成后，能够在

地震发生后快速获得地震基本参数和动力学参数，

可以使震中区以外的地区在地震波到达之前收到

地震预警信号，并预测出地震波到达时可能造成

的破坏程度，这样各地区就可以根据预警信号的

级别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来减轻甚至避免地震带

来的损失，并能够在震后快速产出地震烈度分布

图，从而估算地震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提供地震应急初值的科学依据。项目主要向社会

各个对地震紧急信息有市场化需求的重要企业、

单位和管理部门提供地震紧急信息服务，产出的

结果可以应用于全国范围内的重要部门、各大型

企业、生命线工程等，从而实现地震紧急信息的

产业化运用，也可以为政府和社会大众提供地震

紧急信息服务，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的地震灾害应

急处置能力，使我国地震紧急信息服务能力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地震观测台站科研专项基金　为鼓励地震观

测台站第一线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有效提高其业

务水平和科研能力，夯实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基

础，省地震局在２００９年启动了地震观测台站科研

专项基金。台站基金项目面向全省所有台站，择

优重点资助在一两年内可望得到预期研究结果的

地震监测预报研究实用化攻关项目。台站基金项

目经费由省地震局从地震事业经费中安排，资助

金额一般在１万元以内。２００９年， “数字地震台

站配电单元系统改造” “台站日常数据处理软件

开发”等４个项目获得该基金的资助，资助总金

额３３万元。

国家地震速报备份中心系统投入运行　２００９

年４月２７日，“国家地震速报功能备份系统”通

过了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组织的验收。“国家地

震速报功能备份系统”主要由省地震局负责承建，

该系统安装了省地震局最新研制的地震台网实时

７７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自动处理软件系统，通过国家地震数据实时共享

系统获取国内和国外地震观测台站数据进行地震

事件检测处理，实现地震发震时间、震中位置和

震级的自动测定，并通过遥测地震台网速报信息

共享服务系统 （ＥＱＩＭ）向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发送

自动速报结果，通过手机短信息和Ｗｅｂ方式发布

最新的地震信息。该系统能同时处理国内外１０００

多个台站实时数据，这是国内首个自动速报国内

和国外地震的地震台网系统，具备了对国内大部

分地区 Ｍ≥３５级、周边 Ｍ≥５０级、全球 Ｍ≥
６０级地震的自动速报能力，该系统的建成标志

着我国自动地震速报技术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后

进入实用化阶段，大大提高地震速报的时效性和

可靠性，为政府和社会开展对大地震应急救灾赢

取至为宝贵的时间，对减轻地震灾害和稳定社会

具有重大意义。

【科技成果及奖励】　组织了２００８年度省地震局

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申报及评审工作，评出一等

奖２个、二等奖４个，推荐４个项目参加２００９年

度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奖的评选。其中，“数

字地震台网处理系统 ＪＯＰＥＮＳ研制与应用”和

“肇庆地震台的建设及运行成果”均获２００９年度

中国地震局优秀成果二等奖和２００８年度省地震局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广东省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

目测震分项建设”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地震局优秀成

果三等奖，获２００８年度省地震局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自主研发的 “基于ＩＰ技术的强震数据传输控

制系统”荣获全国唯一的强震动观测技术革新奖；

“基于ＮＩｃＲＩＯ的多通道强震动监测与报警系统开

发”获２００９年第１０届虚拟仪器技术应用方案有

奖征文竞赛最高成就奖。以第１作者发表论文２８

篇，被ＳＣＩ收录１篇；编写了 《汶川８０级地震

震害图集》和第１批农村农居地震安全示范工程

宣传培训材料；省地震局获第１届全国地震速报

技能大赛总决赛团体第２名。

【科技交流】　２００９年，省地震局共接待了来自

俄罗斯科学院、香港工程学会、香港天文台等多

个单位的学术访问交流。组织参加了第４届粤港

澳地区地震科技研讨会和泛珠三角港澳台地球物

理研讨平台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作为参展单

位参加了中国地震观测技术发展暨现代地震监测

仪器设备展，省地震局开发的 ＪＯＰＥＮＳ软件、国

家地震速报备份系统等地震观测高新技术产品参

加了展示，受到参观者的好评。开展了 “香港元

朗—屯门地区滑坡与地震影响小区划项目”和

“香港国际机场地磁测量项目”。参与了中国援建

印尼、巴基斯坦、萨摩亚地震台网建设工作。参

与了多个由中国地震局主办的前兆、监测、应急

与信息等技术方面的培训班，举办了多次院士、

专家专题讲座，完成了对印尼、巴基斯坦、阿尔

及利亚３国地震台网科技人员的培训。

【科普宣传】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是汶川８０级地

震一周年纪念日。国务院确定自２００９年起每年５

月１２日为全国 “防灾减灾日”，国家减灾委员会

确定５月７至１３日为 “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做

好首个 “防灾减灾日”的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

动，提高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避险救助能力，省

地震局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总体部署，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全省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一系列

科普宣传活动。

５月 ８日，广东省防震减灾公益服务热线

１２３２２开通。５月９日，省地震局、省科协、省公

安厅消防局在天河区前进街前进文化广场联合举

办了主题为 “防灾减灾，自救互助”的 “防灾减

灾日”科普宣传进社区活动。５月１０日，省地震

局、共青团广东省委、省教育厅、省气象局、南

方日报社、南方电视台和省少工委在省少年军校

黄埔空军基地联合主办了 “广东省青少年纪念全

国 ‘防灾减灾日’暨应急避险求生示范学校创建

活动”启动仪式。５月１１日，组织开展 “地震安

全与城市发展”专题报告，省防震抗震救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防震减灾宣传协调小组成

员单位派员参加了报告会。５月１２日，举办了省

地震局开放日。

５月７—１３日，省地震科普教育馆举办 “防

８７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震减灾开放日”活动，向社会公众连续免费开放

７天，受益公众近万人。５月１—１５日，联合广东

卫视于黄金时段播放有关 《防震减灾法》及 “防

灾减灾日”的公益宣传片。５月１２—６月１５日，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防震减灾法》网络有奖知识

竞赛活动；在省地震信息网首页开辟 《防震减灾

法》宣传专栏。《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等媒体

对上述系列活动作了报道，进一步扩大了防震减

灾知识科普宣传面。

据统计，该次系列宣传活动，共发放 《防震

减灾法》３０００多份、《汶川地震宣传手册》１０００

多本、汶川地震宣传海报１０００多张、各种科普知

识光碟１０００张、各种宣传折页１５０００张，还多

次展出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知识流动宣传展板，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广东省地震局　郑圣谈）

建　　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建设科技工作紧紧围绕 “三

促进一保持”的主题，以加强技术攻关、试点示

范、成果推广为基础，努力提高建设科技水平。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建设系统获２００９年 “中国建研

院ＣＡＢＲ杯”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１５项、２００９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１５项，获建设部科技计划

项目立项５６项。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力度继续

加大，省建设系统完成科技成果鉴定１５９项，其

中有１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重点推广１６项新型

墙材、建筑节能材料与应用技术、施工技术与应

用等方面的 “四新”成果 （新技术、新材料、新

产品、新设备），使传统行业科技水平及建筑业、

房地产业、市政公用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提

高；逐步完善建筑节能技术体系并建立与之配套

的标准规范体系，发布了７项行业标准、１２项标

准立项。科技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的能力、建设科技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和

科研机构对建设科技的投入明显增长。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２００９年，省建设系统继

续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力度，向全省发布

了１６项广东省建设行业技术成果推广项目，全省

建设系统共有 ５６个项目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

立项。

全省建设系统共有１５项科技成果获２００９年

“中国建研院 ＣＡＢＲ杯”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其中，“基于ＩＦＣ标准的建筑工程４Ｄ施工管理系

统的研究和应用”等３个项目获一等奖，“建筑结

构通用分析与设计软件 ＧＳＳＡＰ”等４个项目获二

等奖，“建筑遮阳节能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等８

个项目获三等奖。

全省建设系统共有１５个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度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广州大学城集约化建设

中节能、环保、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获一等奖，

“轻型屋顶绿化综合技术开发研究”等５个项目获

二等奖， “工程结构与材料中的力学问题研究”

等９个项目获三等奖。

【科技成果鉴定】　２００９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继续大力推进建设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应用

工作，全年组织完成科技成果鉴定１５９项。其中，

“ＰＫＰＭ建筑节能设计分析软件ＰＢＥＣＡ２００８”通过

鉴定，“复合型轻质隔墙施工技术”达到省内先

进水平，“具有动水条件下的多层溶洞填充预处理

技术研究”等 １１项成果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Ｘｓｔｅｅｌ和ＳＡＰ２０００在超高层精度与变形控制方面

的综合应用”等 ４３项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水中超深钢板桩围堰施工技术”等９８项成果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地铁盾构掘

进主要施工风险研究与控制”等４项成果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复合地层中盾构法建设地铁地表沉

降规律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工程建设标准化建设】　２００９年，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积极构建覆盖面广、特色鲜明、符合地

方发展水平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发布了 《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与设计技术规程》等７项

行业地方标准，立项标准有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９７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利用检测监控技术标准》等１２项。这些建设标准

的颁布与实施，促进了城乡建设科技进步，规范

了市场行为，确保了工程安全质量，推动了全省

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

【科技项目选介】

复合地层中盾构法建设地铁地表沉降规律研

究　该成果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国矿业大学共同完成。项目通过理论分析、现场

实测研究和数值模拟等方法，研究广州地区岩土

复合地质条件下地表沉降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

律。该成果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通过省建设厅成果鉴

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创新点：１．运用普氏理论，结合广州地

区岩土复合地质条件和地表沉降实测数据，研究

盾构隧道所形成的免压拱高度，为地表沉降类型

的预测提供了前瞻性的判定方法；２．创新性地应

用相似理论把地表沉降的影响因素准则化，通过

有限元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研究首次得出反映地

表沉降规律的拟合方程，拟合精度高，能综合反

映地质条件和施工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前期

地表沉降实测数据进行反演和动态拟合地表沉降

并预测中后期的地表沉降值，较大程度地避免了

以往被动处理地表沉降问题的不利状态。

实践表明，该方法拟合效果好，通过施工前

期的实测数据预测地表沉降的中后期变化，且随

着地表沉降实测数据的不断增多，不断提高对后

期地表沉降值的预测精度，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

实用性，为在施工过程中及早采取措施，预防由

于地表沉降所发生的意外和损失发挥了积极作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汶川县城房屋震损评定与震害分析研究　该

成果由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广州市房屋鉴定事务所、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等４个单位共同完成。该

成果于２００９年１月通过省建设厅组织的科技成果

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创新点：１．通过对现行各种房屋鉴定规

范的研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条件，提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震后震损房屋快速评定的方法

与流程，研发的房屋震损信息系统可快捷查询汶

川县城房屋的详细震损信息；２．对汶川县城

１１４１栋房屋的震害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统计了

各类建筑的震损等级。该成果通过对构件承载力、

构造措施的抽查及自振频率实测结果和图纸复核、

理论分析结果的比较，对房屋的震损规律进行研

究，较系统地总结了汶川县城房屋的破坏规律。

该项目工作对保证快速、准确地完成汶川县

城震损房屋的评定和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成果对完善抗震减灾的理论和实践有指导意义，

为今后相关规范的修订提供了参考。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王礼贵）

电　　力

【科技投入与技术攻关】

广东电网公司　２００９年，广东电网公司安排

科技资金６０８亿元，其中，技术开发费５１６８０万

元；资本性支出９１０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１３％。

成果推广应用项目由省公司统一安排计划，直接

下达给项目实施单位，取得了良好效果，实现了

规模效益。

２００９年，广东电网公司承担南方电网公司下

达重点项目２项：国家 “８６３”计划分布式供能课

题示范工程研究与实施 （佛山供电局）、深圳电

网电压序列优化及光明新区２０ｋＶ试点研究与设计

（深圳供电局）。续建项目有：直流单极大地运行

对交流系统的影响及措施研究 （广东电科院）、

广东电网防污闪技术综合研究 （广东电科院）、

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的应用研究 （深圳供电

局）、广东电网限制短路电流措施研究及应用

（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续建项

目都在按计划进行。

粤电集团　２００９年，粤电集团安排科技投入

的经费１２４５７６万元，科研项目达２１０项。集团

２００９年投入科技经费２３００多万元，加强对设备

０８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安全及可靠性的技术攻关、技术装备和整改。如：

沙角 Ｃ电厂开展的 “连续卸船机技术攻关和改

造”，多个燃煤电厂开展的 “机组脱硫系统可靠

性提高的研究”，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开

展的 “惠州电网交直流混合输电对电厂侧主变及辅

机的影响与抑制方案研究”，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

公司开展的 “滨海电厂循环水系统防腐研究与治

理”，广东金湾发电有限公司开展的 “脱硫系统增

容研究及实施”等项目，有重点地解决了威胁电厂

安全运行的课题，切实提高了发电机组的竞争力。

为落实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２００９年，集团

在节能减排上安排了２７００多万元，继续推进包括

节油点火技术、高压变频技术等节能技术的应用，

通过全面开展节能减排，为集团争取了更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沙角Ａ电厂开展的 “凝

结水泵电机变频改造”，梅县发电厂开展的 “循

环泵变频改造”，珠海发电厂开展的 “电除尘效

率提高的可行性研究”，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

公司开展的 “全厂能源审计和节能减排潜力的测

试和研究”，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开展的 “国产

６００ＭＷ超临界汽轮机节能降耗的试验研究”及多

个燃煤电厂开展的燃煤掺烧和改烧技术的试验研

究等项目。由集团承担的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科

技项目 “广东省大型火电机组配煤掺烧及经济运

行的研究及应用”深入开展，在省专项资金４００

万元基础上再加上项目基础配套投资后项目总费

用过亿元，通过项目实施，实现机组的综合供电

煤耗降低２ｇ／ｋＷｈ，降低锅炉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排

放浓度，拓宽锅炉可燃用的煤种范围，通过配煤

掺烧实现锅炉在非设计煤种下的安全经济运行等。

全集团的生产系统自动化的提高和信息化方

面科技投入总费用达７０００多万元，重点推进集团

化的大集中系统———ＥＲＰ项目和集团一体化推进

的生产实时监控系统等项目，迅速提高集团及所

属各厂对发电机组的整体运维水平，通过提高整

体信息化水平带动集团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重点科技项目】

输电线路复合材料杆塔的应用研究　２００９

年，深圳供电局成立的项目组对复合材料及杆塔

的电气、机械、老化等性能进行详细检测；根据

材料的性能及输电线路安全运行要求，对复合材

料杆塔塔型进行初步设计，通过各项试验进行复

合材料杆塔的应用研究，对杆塔结构进行优化设

计；在国内首次针对复合材料杆塔进行了系统的

防雷接地方式设计研究，设计出了１１０ｋＶ单回及

同塔双回６种基本复合材料直线杆塔塔型，创新

地提出了引下线加串联间隙沿塔身外壁接地引下、

沿线路方向内侧竖直悬空接地引下、沿垂直线路

方向外侧竖直悬空接地引下等３种接地引下方式；

在国内首次对１１０ｋＶ组合型单杆单回路、组合型

单杆双回路、双杆双回路复合材料杆塔进行真型

杆塔电气试验，得出复合材料电气性能的关键参

数及曲线。

经理论计算及试验研究，采用沿线路方向内

侧竖直悬空接地引下此接地方式的１１０ｋＶ双杆双

回路杆塔及组合型单杆双回路复合材料杆塔，与

普通输电线路杆塔相比，能提高线路的绝缘强度

和耐雷水平７６％，增加爬电距离４７％，线路的雷击

跳闸率由常规铁塔的０７次／１００ｋｍ·ａ降至０１

０２８次／１００ｋｍ·ａ，并压缩输电走廊宽度为普通

双回路铁塔的５８％。

防污闪综合技术研究　该项目是南方电网公

司的重点项目，包括了 “广东省污秽性质及其分

布的研究”“绝缘子污秽闪络特性研究”“高压输

电线路带电水冲洗研究” “架空输电线路绝缘子

自然积污特性研究”“新型塔型研究”“输电线路

清扫周期的研究” “输电线路绝缘子表面泄漏电

流在线监测研究” “复合绝缘子老化寿命研究”

等８个子课题。“架空输电线路绝缘子自然积污特

性研究”项目具有多项创新点，研究成果总体达

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南方电网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

深圳电网电压序列优化及光明新区２０ｋＶ试点

研究与设计　深圳供电局开展深圳电网电压序列

优化研究与设计，包括：开展电压序列优化技术

经济比较，提出优化供电模式；完成电压序列优

化过渡方案；完成 ２２０ｋＶ、１１０ｋＶ、２０ｋＶ电网接

１８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线规划原则及方案研究和２０ｋＶ配电网中性点接地

方式和绝缘配合研究。研究成果对深圳及同类城

市逐步优化电压层级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以光明新区为示范试点对象，深圳供电局完

成光明新区２０ｋＶ试点方案、实施方案和配电网络

规划研究，制定２０ｋＶ电网主要一次设备技术规

范，包括开展用户投资问题分析研究和２０ｋＶ电网

对电力公司投资和营销的影响研究。该项目是国

内首次研究并推荐 ２２０／２０ｋＶ直降模式，取消

１１０ｋＶ电压层级、提高配电电压等级，在节能减

排、节约土地资源、节省电网建设投资等多方面

均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技术优势。

节能减排方面，２２０／２０ｋＶ与 ２２０／１１０／１０ｋＶ

的线损率差值在０５％左右，若深圳电网远景大

部分采用２２０／２０ｋＶ电压层级，按年电量１０００亿

ｋＷｈ算，可以节约电量５亿ｋＷｈ／年，折合节省约

１７５万吨标准煤，减排４７５万吨ＣＯ２。

节约土地资源方面，与原１０ｋＶ规划方案相

比，２０ｋＶ方案二节省变电站占地５５７ｈｍ２，相应

线路通道需求减少，初步估计该区现有和在建

１１０ｋＶ线路约为１２１５ｋｍ，按双回路计算，路径

长约６０ｋｍ，线路通道占地２４０ｈｍ２，远远大于变电

站占地，这些线路走廊占地也得以释放。

经济效益方面，新方案二投资 １５２９亿元，

供电能力为２６５８（３７８＋２２８０）ＭＶＡ，投资与供

电能力比值为５７５万元／ＭＶＡ，投资仅增加５％，

供电能力增加４３％。

分布式供能课题示范工程研究与实施　依托

国家 “８６３”计划分布式供能课题研究工作，佛

山供电局在佛山季华路变电站大院建成一个具有

典型代表性的基于 ＭＷ级燃气轮机的高效天然气

冷电联供示范系统，并以示范系统为平台，开展

分布式冷电联供系统高效集成与优化配置技术、

系统设计技术、仿真与试验测试技术、运行控制

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施。燃机课题和微网

课题按照任务书要求和年度计划安排，顺利完成

２００９年度各项研究任务，在分布式供能系统优化

配置软件平台开发、微网并网关键技术研究及装

置研发、仿真软件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６６０ＭＷ机组锅炉非设计煤种高效低污染燃烧

的研究与优化调整技术开发　该项目由沙角 Ｃ电

厂等单位联合完成。项目通过研究、分析和试验，

建立了 “炉性—煤性”耦合性模型，为锅炉选配

煤提供科学依据；开发了多目标模糊决策系统软

件和配煤专家系统，可方便地为锅炉确定最优配

煤方案；建立了以 “相对供电成本”为目标函数

的不同氧量经济性分析模型，从锅炉燃烧的安全

性、经济性和环保性能等多方面考虑，确立锅炉

的经济运行氧量；实现了锅炉经济氧量的自适应

控制，使锅炉经济氧量能够适应不同的煤种和运

行工况。通过优化配煤缓解了沙角Ｃ电厂６６０ＭＷ

机组锅炉存在的严重结焦问题，每年单台机组可

节约发电成本约６００万元。

发电企业生产经营量化管理的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由珠海发电厂等单位联合完成。项目

通过在已经基本健全的电厂基础业务系统基础上

通过构建数据整合平台，利用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历史和实时数据，结合先进企业管理理念，

在数据分析整合平台的基础上为各级生产、经营

管理者提供管理决策的科学指导。建立了一套适

合中国火力发电企业的生产经营滚动式量化管理

指标体系，包括：物资、生产、运行、设备、燃

料、项目、技术、成本、部门、个人等１０多个分

析中心，７０多个分析主题，同时建立了分析主题

与业务之间的关联。以可视化的方式向用户全面

展现，并能进行有效的数据追溯及钻取，为火力

发电企业生产经营量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基础，提

高了发电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火力发电企业运行与检修高级技师技能评价

模型的研究及实践　该项目由粤电集团和集团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完成。该项目在国内首次将国家职业标准

与火力发电企业生产实际、职业能力考核与工作

业绩评价、火力发电企业评价结果与社会化鉴定

三者结合，构建了火力发电企业运行与检修高级

技师技能评价体系。该体系由核心能力、工作业

绩及潜在水平３个模块构成，改进了传统的通过

理论与技能考试的职业资格鉴定模式，实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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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业运行与检修高级技师考核评价的科学化、

规范化、标准化。该项目成果已在粤电集团有限

公司和其他火力发电企业运行与检修高级技师技

能评价中应用两年多，其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吻

合，验证了该模型满足火力发电企业高级技师技

能评价要求，具有客观明了的特点。该项目所建

立的火力发电企业运行与检修高级技师技能评价

框架体系，促进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技能水平

的提升，有利于火力发电企业选拔高技能人才，

为确保火力发电企业安全经济运行奠定了基础。

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效益，成

果整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评价对象的能力

指数量化计算方面属于国内首创。

高合金耐热钢手工钨极氩弧焊关键技术试验

研究及其在火电机组中的应用　该项目由粤电集

团焊工考核中心完成。项目通过围绕大型火力发

电厂使用的高合金耐热钢手工钨极氩弧焊在生产

现场经常遇到的焊接质量问题开展试验研究，针

对包括Ｔ９１、ＴＰ３４７Ｈ同种钢及 Ｔ９１／ＴＰ３４７Ｈ异种

钢焊接难题，首次提出了７项提高高合金耐热钢

管焊接质量的关键技术，即：小口径薄壁管非钝

边坡口及金属磨头磨制技术、４ｄ钨极磨制技术、

钨极伸出长度优化技术、焊接速度及打底末期氩

气流量关键参数优化技术、最佳起弧点控制技术、

斜月牙形焊枪摆动时间分配技术、高合金耐热钢

焊接延时保护优化技术。通过全集团应用，有效

地解决了长期困扰大型火力发电机组安装与检修

中的焊接质量问题。集团所属火电厂因焊接质量

引起的 “四管”爆漏所导致的非计划停机次数由

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１％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５％，经济效

益显著。该技术已制成光碟由中国电力音像出版

社出版并向全国发行，已被全国多个电厂和相关

行业采用。

【科技成果及奖励】　

广东电网公司　２００９年，广东电网内部科技

奖励参评项目有１４８项，比２００８年多１２项，是

公司成立以来参评成果最多的一年，共评出一等

奖６项、二等奖２７项、三等奖 ８０项。共有 １９４

个单位和９６６个个人获奖，公司发放奖金１５２万
元，有效地激励了公司系统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创

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２００９年，该公司获南方电网公司２００９年科技
进步奖励项目２３项，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９
项、三等奖１３项，南方电网公司对获奖项目进行
了奖励，颁发奖金３５万元；获得中国电力科学技
术奖８项，其中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６项，占南
方电网公司获奖总数的５３３％；获２００９年度省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３项；获南方电网技术论坛优秀
论文１９篇，其中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６篇、三等
奖１１篇，各项排名均位于南方电网公司第１名。
２００９年，该公司系统共获得１４项专利授权，

其中，深圳供电局申请的 “一种基于ＥＭＳ的电网
备用电源自投控制方法”项目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另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１３项。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广东电网获得有效专利授权４５项，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３项；受理专利７０项。

粤电集团　２００９年集团公司奖励了１２２项科
技成果项目，其中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１９项、三
等奖９８项，共发放奖金９８万元；获省部级科学
技术奖励成果２项，其中，“发电企业生产经营量
化管理的研究与应用”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电力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高合金耐热钢手工钨极氩弧焊关

键技术试验研究及其在火电机组中的应用”获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２００９年获著
作权６项。

（广东电网公司　陈　曦）
（粤电集团公司　江　海）

水　　利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水利厅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
的治水思路，为实现广东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在水利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推

广、平台建设、科研管理、学术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３８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规划政策制定】　认真总结 “十一五”期间水

利科技经验，按照 《全国水利发展 “十二五”规

划编制总体方案》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要求，结合广东水

利发展需求，积极筹划了 《广东省水利科技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前期工作。根据近年来的水

利科技管理的实践，修编了 《广东省水利科技创

新资金与项目管理办法》，制定并印发了 《关于

加强水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广东省水利科技创新资金与项目管理办法》

是根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广

东省人民政府 《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修编的，对资金

的管理原则和支出范围、项目的申报、立项、实

施和结题验收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加强水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分别从做好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破格选拔优秀

科技人才、健全继续教育体系、加大引进优秀人

才力度、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强对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领导等方面对全省水利系统提出了意见和

要求。

【科研项目管理与实施】

项目申报　２００９年是 《广东省水利科技创新

规划》实施的第１年，省水利厅共收到申报项目

１７４项，是往年的５倍多。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

水利科技创新项目５１项，约为往年的３倍。根据

广东水利发展需求，省水利厅首次向社会公开招

标 “珠三角地区城市内涝以及防治技术研究”

“广东省雨洪资源利用技术及激励政策研究”“河

流河库化对水生态和水环境的影响研究”以及

“生物消浪规律以及计算方法的研究”等 ４个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水利科技创新重大专题项目，以解

决广东省重大的水利科技问题。

２００９年，省水利厅向水利部申报并获批了

“飞来峡水库动库调洪决策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在珠江三角洲河网中的应用研

究”等公益性项目和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

术计划”（简称 “９４８”项目）各２个；向省科技

厅推荐了 “堤坝隐患探测及抢险技术研究”等６

个项目。

项目验收和成果鉴定　２００９年，省水利厅完

成了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可持续利用研究” “广

东省大中型水库水质遥感系统研究” “建立广东

农村水利补偿基金研究” “生物污泥零排放生活

污水资源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水务工程施工质

量管理系统”等十多个项目的验收与鉴定。

【标准化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作为主编单位之一开展实施国家标准 《海

堤工程设计规范》的编制工作，广东省水利电力

规划勘察设计院主编的水利行业标准 《水泵调节

系统及装置技术条件》稳步推进；广东省飞来峡

水利枢纽管理处主编的行业标准 《灯泡贯流式水

轮发电机组运行检修规范》实施顺利。

２００９年，根据水利建设的实际需求，省水利

厅就地方标准制订计划项目进行了立项选题，申

报了 《广东省水闸地基处理设计导则》 《广东省

用水定额》《水闸消能防冲设计规程》《广东省堤

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４项地方水利标准的编制

工作和 《广东省海堤工程设计导则》１项地方水

利标准的修订工作，并经省质监局批准全部列入

２０１０年省地方标准制 （修）订计划。

【科研平台建设】　为落实 《广东省水利科技创

新规划》关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目标，提升广

东水利的科技创新能力，解决广东水利发展的重

大技术问题，特别是珠三角河网地区的水问题，

给广东水利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省水利厅和中

山大学全力开展了水科院与中山大学共建的河口

水利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山大学的博士后水利科

研基地等科研平台建设。河口水利国家工程实验

室和中山大学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

计２０１０年将分别报省发改委初步审核和中山大学

专家评审。

【科研成果及奖励】　坚持围绕并服务于重点工

程始终是广东省水利科研的一个方针。通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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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了工程的疑难技术问题，在保证工程

进度、质量和节省投资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２００９年，科技创新成果对重点工程提供的技
术支撑主要表现在：１．在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
中，两年来立项８个重大研究项目，就制约工程
建设的古滑坡体稳定、碾压混凝土快速施工方法、

新一代洪水预报模型等关键技术问题展开了研究，

为工程建设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２．结合
飞来峡枢纽的运用需求，开展 “河道型水库防洪

决策关键技术研究”，为飞来峡枢纽有效的洪水调

度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保障飞来峡枢纽和北江大

堤联合防洪体系的合理运用；３．省和广州、深圳
为代表的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污水处理、河道水质

改善、生态修复方面的研究，为江河水质改善工

程提供技术支撑。

水利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

保障。在科技创新对水利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

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为：１．开展并基本完成
了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可持续利用研究”和 “广

东省大中型水库泥沙淤积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研

究”，为解决广东省水库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初步的

技术手段和成果；２．开展并基本完成了 “广东省

大中型水库水质遥感系统研究”和 “东江水质遥

感系统研究”，为水资源监测和保护提供了崭新的

现代化技术手段；３．开展了一系列水生态、水环
境和水质保护与修复专题研究，包括 “广东省河

道生态基流定值方法与应用研究” “不同类型小

水电站与生态关系的研究” “河流河库化对水生

态的影响研究” “引调水工程对水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影响研究” “深圳河河口湿地及新洲河河口

湿地修复课题研究”等，为提高广东省水质和水

环境保护与修复能力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９年，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完成的 “土

体的广义位势本构理论及其工程应用”荣获２００９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广东省水利水电

建设管理中心为第二完成单位的 “抗海水腐蚀混

凝土的研究及应用”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深圳水务局完成的 “砼芯砂石桩复合

地基处理深圳河河口防洪堤深厚软基试验研究”

获２００９年度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２００９年，省水利学会评选出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水利
学会水利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３项，三等奖８项。

表８－２－１４－１　省水利系统主要获奖项目列表 （２００９）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１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土体的广义位势本构理论及其工程

应用
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２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抗海水腐蚀混凝土的研究及应用
广东省水利水电建设

管理中心

３
２００９年度水利部大禹水利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砼芯砂石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圳河

河口防洪堤深厚软基试验研究
深圳水务局

４ ２００８年度省水利学会一等奖
土体的广义位势本构理论及其工程

应用
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５ ２００８年度省水利学会二等奖 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改造技术研究
广东省飞来峡水利枢纽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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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推广与交流】　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召开

了全省水利科技推广会和全省水利科技工作会议，

会议提炼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展示。

供需方就共同感兴趣的最新水利科研成果进行了

交流、探讨和合作。

３月５日，广州市水务局联合市科技局举办

了广州市治水新技术推广交流会，结合亚运会工

作，邀请了各方约３００多名代表参加，通过技术

交流和成果展示方式，寻找一批适宜广州水环境

特点的新技术，为广州市治水工作发挥作用。

４月１３日，深圳市建设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获得 “水利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称号，

示范园汇集了深圳市城市水土保持的经验和科研

成果，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集科普教育、科技

创新、试验研究、技术交流于一体的示范平台。

２００９年，省水利厅在珠海举办了 《海堤工程

设计规范》第２期宣贯培训班和华南地区水利科

技交流会，在新疆哈密举办了哈密地区水利系统

业务培训班，在飞来峡举办了广东省大中型水库

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宣贯班。

此外，２００９年，省水利厅组织了２５名科技人

员到美国接受为期３０天的水资源方面的培训，接

待了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农业处领事参观北江大

堤、飞来峡水利枢纽等水利工程，分别接待了香

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代表团和香港工程师学会代

表团参观东江对港供水工程，接受了以色列驻广

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的访问等。

（广东省水利厅　涂金良）

石　油　化　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内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石化”）、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以下简称

“茂名石化”）为代表的石化企业，根据市场和生

产需求，调整生产结构，优化运行，加强科研管

理和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应用等工作，在自

主创新技术研发应用、环境保护、企业现代化建

设方面卓有成效。

【自主创新技术应用】　

自主知识产权连续重整装置投产　２００９年１

月，广州石化新建年产１００万吨催化重整联合装

置完工，４月，装置反应投料并产出合格产品，

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项目由洛阳石化工程公司

开发设计，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动工，是国内第１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压连续重整装置，也是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 “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之一，

包括年产１００万吨连续重整装置、年产１５万吨芳

烃抽提装置、处理能力 ５万标准立方米／小时的

ＰＳＡ氢提纯变压吸附装置 ３部分，总投资 １２亿

元。装置投产后，改变了公司以生产低标号汽油

为主的格局，主要产品有高标号汽油、苯、二甲

苯、液化气等，为该公司优化产品结构、降低成

本、解决氢气平衡问题提供了保障。

１００万吨乙烯／年项目改扩建　在茂名石化

１００万吨乙烯／年项目改扩建中，成功在新建乙烯

装置上开发应用了大型裂解气压缩机、冷箱，在

３５万吨／年 ＨＤＰＥ装置开发应用了大型高内压称

重仓、３０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开发应用了环管

反应器等国产化设备。大型设备国产化在茂名石

化应用为石化企业的建设开了先河，不仅降低了

建设投资，而且加快国产设备的技术进步，反映

了我国新技术开发和创新实力。

装置大修改造　２００９年６月，广州石化投用

３年的炼油ＩＩ系列２６套装置首次大修改造工作圆

满完成，所有装置均实现安全、环保一次开车复

产成功。为配合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同步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３６项、隐患整改４９项以及１８套主要

装置的腐蚀状况调查，总费用达１６８亿元。该次

大修为建厂以来最大规模装置检修，历时３８天，

总工期５１天，比原计划提前７天完成。

石油化工技术集成应用　多产异构烷烃的催

化裂化工艺 （ＭＩＰ）技术、１８０万吨／年蜡油加氢

处理技术、回收炼厂乙烯资源成套技术 （干汽提

浓装置）、３０万吨／年聚丙烯成套技术、６４万吨／

６８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年乙烯分离装置关键技术、２５万吨 ＬＤＰＥ密相输

送及脱气系统、乙二醇装置二氧化碳脱除工艺技

术、４９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技术、乙烯装置急

冷系统大型设备国产化集成技术、模块化淤浆催

化剂加料系统、橡胶后处理成套技术等多项成套

技术在茂名石化装置上成功应用，装置运行平稳，

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自

主创新。

新型催化剂工业应用　茂名石化与科研院所

合作开发新型的催化剂在茂名工业装置上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这些项目在技术和资金上得到了中

国石化科技部的支持，列为中国石化科技攻关项

目。如：ＰＲＴ－Ｃ／Ｄ重整催化剂、全密度聚乙烯

淤浆催化剂、高密度聚乙烯 ＮＴＲ－９７１催化剂的

开发及成功应用，替代了进口催化剂，打破国外

催化剂的垄断，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中石化

催化剂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加快了催化剂国产化

进程。

【环保技术改造】　２００９年，广州石化累计投资

１４亿元完成了炼油污水场改造、炼油区脱硫装置

增加干气脱硫系统、“三泥”（油泥、罐底泥、浮

渣）综合治理等７１项技改技措项目。

２＃煤粉炉脱硫项目　２００９年２月，广州石化

自备热电站２＃煤粉炉脱硫除尘项目投产一次点火

成功。该项目为环保工程，工程总投资２５００万

元。项目采用一炉一塔形式及中国蓝天环保设备

工程公司自主研发的 “循环悬浮式半干法烟气脱

硫＋布袋除尘器”工艺，投用以来系统运行稳定，

脱硫效率达９０％，除尘效率达９９９９％，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出口排放浓度低于 ４００毫克／标立方

米，烟尘出口排放浓度低于 ５０毫克／标立方米，

达到设计目标。

干气脱硫系统　２００９年９月，广州石化炼油

新增干气脱硫回收低压瓦斯气产硫磺系统一次开

车成功。该项目是该公司的科技开发应用项目，

工程总投资９８７万元。系统投用后，干气脱硫能

力增加１５０００立方米／小时，脱硫后的干气硫化氢

含量小于５毫克／立方米，全部瓦斯经过脱硫系统

后进入加热炉燃烧，烟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大幅

下降。

１５０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广州石化新建１５０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脱

硫装置工程中交。该项目占地面积４０９２平方米，

总投资达２９亿元。项目主要提升汽油产品质量，

减少硫和烯烃含量，有效控制了汽车尾气有害物

质排放，为市场提供清洁燃料。

炼油污水场改造系列项目　２００９年８月，广

州石化炼油污水处理 “三泥” （油泥、罐底泥、

浮渣）综合治理项目一期工程———离心脱水系统

成功投用，工程总投资２２００万元。“三泥”综合

治理项目对原炼油污水处理装置６个浓缩斗及带

式压滤脱水系统进行改造，采用国内先进的离心

脱水工艺技术对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 “三泥”进

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 “三泥”外运量减少

９０％，含油污泥产量减少６０％，剩余含油污泥烘

干后，作为自备热电站锅炉燃料，彻底解决了

“三泥”外送的二次污染问题，具有良好的环保

效益和经济效益。

２００９年９月，广州石化炼油污水二级生化系

统改造项目投产成功，出水水质达到回用指标。

该项目是广州分公司与广州市环保局签订限期完

成责任状的三大环保治理项目之一，工程总投资

２３６０万元，包括新增２个５０００立方米的污水贮

罐和２段生化及纤维过虑设施，回收污水能力为

４００吨／小时，大幅提高了污水场抗冲击能力和生

化处理能力，保证达标排放。

乳化废水实现环保处理　２００９年９月，广州

分公司碱渣废水装置首次对贮运乳化废水进行试

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到环保排放标准，解决了

贮运乳化废水如何环保处理的难题。乳化废水含

油量约为１０％，ＣＯＤ含量为２０×１０４毫克／立方

米，环保处理后的废水 ＣＯＤ含量降至４×１０３毫

克／立方米。

【科研攻关及成果】　２００９年，广州石化安排科

技资金１０１７６９万元，开展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及

省市级科技开发攻关项目２９项、广州分公司级科

７８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研项目２１项，完成开发项目１０项。其中，“液压

预紧密封平板阀式自动底盖机研究开发”等７个

科技开发项目通过中国石化总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车用ＬＰＧ气源国产化研究及工业化生产”等２

个项目通过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的验收，“大型

蒸馏装置高轻收深总拔低能耗成套技术开发”

“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硝脱硫除尘技术”和 “高

效ＦＣＣ再生烟气硫转移剂开发及应用”等１４项

目均取得重要进展。完成 “聚乙烯低密度高融指

高速注塑料 ＤＮＤＡ－２０２０” （填补该产品国内空

白）、“聚丙烯注塑料ＣＪＳ７００－０２”等５个新产品

的开发，完成 “薄膜专用料 ＤＦＤＡ－２００１产品质

量升级攻关研究”等４个产品的质量升级及改进

项目，完成 “高浓缩倍数水处理配方ＷＰ－７工业

应用试验”等１２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低硫柴

油润滑性研究”等９个项目通过广州分公司技术

评定。２００９年，广州分公司 “汽油管道调合工艺

成套技术的开发” “焦化石脑油加氢成套技术的

开发和工业应用”项目分别获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与北京化

工大学共同开发的 “可调式自动跟踪和蜂窝复合

油封”项目获国家专利授权。

２００９年，茂名石化共有 “１５０型舷外机油的

研制”“高清洁度低噪音减振油的研制”“矿物油

型乳化喷洒油的研制” “换热器油溶性清洗技术

在常减压蒸馏装置上的应用” “大型乙烯装置急

冷系统关键技术与集成”“４９万吨／年裂解汽油加

氢技术开发”等７个科研项目通过中国石化的技

术鉴定。成功开发了聚乙烯管材专用材料，汽车

保险杠专用料，高速高挺度 ＢＯＰＰ薄膜料，高结

晶、耐热、高抗冲、高刚性、高熔指聚丙烯专用

料，高透明聚丙烯专用料，洗衣机和大型薄壁箱

包专用料，烟膜专用料，高强度中空料，汽车燃

油箱专用料等新产品，形成了新产品开发、生产

的能力，已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满足了市场需求。

２００９年，专用料及新产品产量达到７４８万吨，在

中国石化排名第１，比生产通用料效益增加１６９７０

万元，专用料产品的增加，提升了产品档次，提

高了创效能力，推动了产品结构调整。２００９年

度，茂名石化共有 ８项科技攻关项目获集团公司

科技进步奖，其中 “炼化装置长周期运行水处理

关键技术创新集成与应用”“４９万吨／年裂解汽油

加氢技术开发” “乙烯装置急冷系统大型设备国

产化集成技术”３个项目获二等奖。

先进控制项目通过验收　２００９年２月，广州

石化的 “聚乙烯装置先进控制”和 “聚丙烯装置

先进控制”２个项目通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验收。项目对聚乙烯装置的反应循环系

统、闭路调温水系统、催化剂加料系统实施先进

控制，预测熔融指数。装置主要参数控制平稳，

产品质量波动减少，装置能耗降低，优化操作。

车用ＬＰＧ气源国产化研究及工业化生产

２００９年８月，广州石化承担的广州市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 “车用ＬＰＧ（液化石油气）气源国产

化研究及工业化生产”通过广州市科技局组织的

验收。该项目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基于能源安全和

环保考虑而推行的，２００６年４月立项，２００８年分

别开发试产出符合国标的２号、３号车用液化气，

并由广州市第一巴士公司等单位在公交和出租车

上试用，效果良好，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推介。

２００９年，广州分公司平均每日向广州市场供应３５０

吨 ４００吨３号车用液化气，占市场１／３份额。

一种乙烯装置低压尾气利用方法通过验收

２００９年３月，广州石化承担的广东省和广州

市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 “一种乙烯装置低压

尾气利用方法”通过了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的

验收。该项目２００４年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２００６

年在广州分公司新增４万吨／年乙烯裂解炉技措项

目中成功实施该技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该专利具有投资少、占地少、能耗低、

操作简单、维护费用低、运行稳定的效果。

乙二醇装置二氧化碳脱除工艺技术研究　茂

名石化通过与ＳＥＩ合作，自主研究开发该项技术。

该项目主要从降低吸收液温度、减低被吸收气分

压、增加传质面积、研究碳脱活性配方进行研究

攻关，对二氧化碳脱除系统塔进行改造，达到适

用乙二醇高选择性银催化剂的条件，用很少的投

资实现了从１３０％ １５０％扩能改造，形成了中石

８８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化的自主知识产权。

化工装置节水减排成套技术开发　该项目由

茂名石化承担，采用内循环曝气生物滤池将化工

污水进行适度处理，用于循环水补水。项目开发

了污水回用于循环水的内循环曝气生物滤池 ＋高

效纤维过滤组合工艺，建设了１０００ｍ３／ｈ污水回

用装置，应用工程菌—曝气生物滤池技术分质处

理高盐份高浓度的废碱液污水，实现达标排海，

共形成１１项节水减排技术。２００９年，该项目实施

后，共节约新鲜水１０２９万吨，减少排污水量８７１

万吨，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达９８５９％，循环水浓缩

倍数达到４５，凝结水回收率达到８９％，节水减

排效果显著。

产品质量水平评价体系研究和建立　该项目

由茂名石化承担，通过研究和试点，利用现代质

量管理方法，建立一套比现行的等级品率评价更

加科学合理的产品质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对典型产品全密度ＤＦＤＡ－７０４２和聚丙烯Ｔ３０Ｓ等

产品质量指标进行测量系统分析 （ＭＳＡ），建立了

新的产品质量水平评价体系，以生产过程能力指

数和信噪比来表征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新的评价

体系比现行的等级品率评价体系的灵敏度更高，

质量水平的定义更加明确，能够发现产品质量控

制中的薄弱环节，为产品质量改进提供机会。项

目成功开发了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ＱＥＳ软件并与

ＬＩＭＳ系统有效集成，可以分别从时间序列、产品

牌号、评价指标对产品的质量水平进行对比。

成套装置动设备实时风险评价的开发　该项

目由茂名石化承担，以设备信息化整体思路为背

景，研究成套装置动设备实时风险分析及智能维

修决策管理技术，并将执行优化风险分析层与实

时监测以及业务管理层无缝集成，与ＥＲＰ系统集

成搭建。该项目上线运行，将状态监测／检测系

统、故障诊断分析系统、ＲＣＭ （以可靠性为中心

的智能维修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有机结合，解

决了目前各系统没有统一的数据接口，无法实现

信息共享的问题；将各系统数据统一在一个平台

进行数据访问，为上层分析管理软件提供数据分

析源；统一 ＥＲＰ系统、ＲＣＭ、监测／检测系统中

的编码体系，形成了统一的设备编码、故障编码、

数据规范、信息系统规范，避免专业管理人员在

不同系统重复录入基础数据，提高工作效率；建

立了基于 ＭＴＢＦ、ＭＴＴＲ、故障频率、故障后果等

综合设备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量化设备管

理水平、推动设备管理进步奠定了基础。

【科研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６月，广州石化检验

中心三室第３次通过国家专业监督评审，成为国

家实验室。该实验室主要负责原油、成品油的出

厂分析，化工原材料的进厂验收检验，生产装置

及油品调合用的原料油罐、中间罐、组分罐的安

全动火分析和副产品分析等。

【企业现代化管理】　

广州石化　２００９年５月，广州石化获中国设

备协会中国设备管理成果评估活动卓越贡献奖和

创新企业奖；１０月，获第８届全国设备管理优秀

单位奖。２００３年，广州石化正式引入 ＴｎＰＭ （全

面规范化生产维护）管理体系；２００９年，下属炼

油一部、化工一部、动力事业部等５个作业部通

过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ＴｎＰＭ委员会的三阶评审。

通过推行 ＴｎＰＭ体系管理，广州石化实现了以设

备本质安全保装置安稳、长时间运行的目标，装

置非计划停车次数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６起下降到２００９

年的３起，期间组织实施设备技术攻关 ３０９项，

实现效益达 ３亿元。２００９年，设备完好率为

９９８１％，设备重、特大事故率为０，大修计划准

确率达９２％。

广州石化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ＥＲＰ应用典型

企业。２００９年，该公司着力推行信息化应用和管

理，ＥＲＰ（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应用全面达标，

炼油区全面实行 ＭＥＳ（生产管理执行系统）管

理；蒸汽管网智能监测系统项目实施并通过验收，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节能减排水平；业务公开信

息系统和自销产品在线监察系统投用，通过在线

监察平台加强对企业重点经济活动的监控和风险

防范。

２００９年２月，广州石化新一代ＩＣ卡提货系统

９８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成功上线运行。新系统通过对产品销售流程进行

优化，实现销售公司与生产企业两套ＥＲＰ系统的

数据集成，订单信息自动匹配，确保订单信息

“零差错”；缩短化工统销产品销售、出厂周期，

并提供便捷的统计报表与制作工具，方便销售人

员及时了解产品出厂信息。系统增加 “仓库管

理”和 “出厂计划管理”两大功能模块，实现三

聚产品半成品、成品的进出库管理，有效加强了

出厂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控力度，提升了产品出厂

调度的管理水平。

茂名石化　２００９年，茂名石化完成了ＥＲＰ和

ＭＥＳ信息化管理建设，开展了 ＥＲＰ、ＭＥＳ、

ＬＩＭＳ、炼油和化工 ＴＢＭ的提升完善和深化应用，

进行了 ＥＲＰ系统审计模块 （ＡＩＳ）推广，炼化企

业财务报表管理 （ＢＷ／ＢＣＳ）模块建设顺利，化

工产品ＩＣ卡系统成功上线运行，实现了公司ＥＲＰ

系统与化工销售、华南大区公司和沥青公司 ＥＲＰ

系统的集成。炼油分部２＃焦化 ＡＰＣ项目的实施，

提高了装置、处理量、掺渣比和产品收率、降低

了装置能耗。

２００９年，茂名石化完成了企业信息门户、炼

油分部管理标准化考核、化工蒸汽管网运行模拟

监测、炼油实时数据库提升、设备管理系统、数

字化档案馆、互联网安全管理、工艺技术信息化

管理、总图信息化管理系统、固定资产条码管理

等项目的开发实施。通过建设管理信息化系统，

公司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也规范了管理和提

高了工作效率。

茂名石化充分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建立新的

产品质量管理理念。通过克服等级品率评价模式

不足的缺陷，成功开发了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ＱＥＳ

软件并与ＬＩＭＳ系统有效集成，从时间序列、产品

牌号、评价指标对产品的质量水平进行对比。

【技术服务】

炼油技术服务　广州石化根据新装置投产及

产品升级要求，完成原油评价，为新油种加工提

供数据指导；及时完成油品调和工作，为油品质

量升级提供服务；完成原油评价２６次。参加提高

航煤水分离指数的技术攻关、植物油抽提溶剂新

产品开发工作。在增产直馏道路沥青的方案研究

及工业应用方面，完成沙特重、沙特轻、沙超轻、

伊朗重、伊朗轻、阿曼等原油的切割和沥青评价，

为沥青增产提供技术支持。

化工技术服务　广州石化为生产装置要求及

新产品开发提供技术服务，完成塑料成品、半成

品、助剂评价试验超过１００项次，对乙烯裂解装

置急冷水系统出现絮状物和系统外排水出现 ＰＨ

异常波动现象进行原因分析试验，找出原因和提

出处理措施。对炼油二部污水汽提塔堵塞物进行

剖析，确认堵塞物的成分及提出其形成原因。

水处理技术服务　广州石化针对公司各循环

水场的补充水特点 （以东江水和珠江水为主，水

质偏软，属于腐蚀性水源），做好开停车清洗预

膜、水质稳定和水质监测工作。围绕工业污水回

用，做好循环水处理配方的研究与工业应用，开

展水处理核心化学药品和配方评价工作；为加快

杀菌剂筛选工作或寻找出有效的抑菌手段，探讨

臭氧或紫外光处理技术，解决污水回用产生的微

生物菌藻控制困难问题；开展加药自动化控制与

现有水处理配方复合的应用研究，提高循环水处

理自动化管理水平，减少循环水水质波动。完成

水质分析６０００项次、现场腐蚀监测数据及微生物

分析１５４６项次、水处理剂原材料进厂６３批次分

析检验、６０台水冷器的检查和垢样分析。进行了

灰渣、粉煤灰对中水ＣＯＤ的去除效果试验和氧化

剂降低炼油污水ＣＯＤ的试验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王新忠　曾淑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李　薇）

国　土　资　源

【科技项目管理】　２００９年，省国土资源厅推荐

“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影像在广东省土地利

用动态监测的应用研究”等３个项目申报广东省

０９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科技计划项目；推荐广东省地质局 “广东罗定盆

地周边银多金属矿评价”等３个项目申报２００９年

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其中 “广东罗定盆地周边

银多金属矿评价”获得二等奖；推荐 “广东省农用

地分等定级”参加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

选；推荐国家测绘局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２名。

２００９年，省国土资源厅引进了武汉大学张祖

勋院士的最新科研成果 ＤＰＧＲＩＤ（数字摄影测量

网格），该技术应用在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

项目和 “广东省二次调查底图制作”项目正射影

像制作生产中，能够提高生产效率５ ８倍，保

障了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用图的制作，体现了科技

为国土资源中心工作服务的优势。

【科普宣传】　２００９年，广东丹霞山世界地质公

园和广东湖光岩世界地质公园获得国土资源部批

准命名为首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省国土资源厅

组织出版国土资源科普图书 《南粤地学解读》。

２００９年４月，省国土资源厅和清远市人民政

府在清远市清城区联合举办第４０个 “世界地球

日”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的主题是 “认识地球，

保障发展———了解我们的家园深部”，对于普及国

土资源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对地球的认知程度和

对资源国情的认识，增强全社会节约集约利用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息化建设】

金土工程　２００９年，省国土资源厅积极推进

“金土工程”建设。２００９年６月，省 “金土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省发改委批准后，省国土资源

厅开始协调代建单位进行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项

目初步设计方案和概算于同年１１月报省发改委审批。

信息安全管理　２００９年，为加强信息安全管

理，省国土资源厅印发了 《广东省国土资源业务

网及视频会商系统建设指南》，完成省国土资源业

务网建设；开展机关涉密网建设的相关工作，完

善管理制度，组织开展２次信息安全保密检查。

【国际科技合作】　２００９年，省国土资源厅加强

国际科技合作，广泛参与国际性会议及培训，全

年组织赴香港、澳门参加国际性会议、实施粤澳

联测工作办理共计４０人次，组织赴国外参加国际

性会议、培训、考察３批次。该厅还积极举办国

际交流座谈会，组织接待以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

部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并陪同代表团赴深圳实

地考察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与管理情况；组织接待

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法制司代表团；协调省土

地勘测规划院接待越南土地总局代表团。

２００９年，省国土资源厅编制了 《国土资源国

际合作十年巡礼广东分册》。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颜立志）

广　播　电　视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事业建设】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积极

推动长效工作机制的建立，推进 “村村通”工程

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按照

分级负责的原则，巩固完善已建 “村村通”工

程，基本完成全省各地 ２０户以上自然村 “村村

通”广播电视工程第１期工程验收统计汇总工作；

加快推进盲区 “村村通”工程建设，推动县对乡

广播电视的垂直管理，落实机构和人员，保障维

护经费；实施２０户以上自然村 “村村通”广播电

视工程无线覆盖项目工程，已完成设备、土建等

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

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　２００９年，广东

省进一步完善了２００６年及２００７年共７１个发射台

站１５２台发射机的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

程；做好２００８年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

第２批新下达的１８个台站共２０台广播电视发射

机的前期启动和组织实施工作，其中４台发射机

已经开始播出投入服务；完成省广播电视节目无

线覆盖工程立项工作，并根据立项批准了工程建

设所包含的 ２８４台广播电视发射机的实施技术

方案。

１９２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进步



２００９年，省财政厅下达部分启动资金，于１２
月初启动工程建设工作，并确定２００９年本省 “村

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启动省广播电视节目无线

覆盖工程为主，按照先改造一批基础设施好、改

造任务量少、可尽快投入播出且覆盖效果好的发

射台的原则，有选择地对１９座广播电视发射 （转

播）台的３２台发射机及其配套设备、设施进行更
新改造。根据预测，工程实施后可以扩大无线广

播电视的覆盖范围，增加覆盖区域内的无线广播

电视接收节目套数，实现对自然村 “村村通 “广

播电视盲点的覆盖，同时也改善了农村地区收听

收看多套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

【广播电视数字化】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继续全面
推进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广州、深圳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均已突破１２０万户，
东莞、佛山突破８５万户，省网络公司突破８０万
户，珠海突破２５万户。

【科技创新成果】　２００９年，省广电系统重视高
新科技研究和应用，共有１１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
度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创新奖，１８个电视作品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广电总局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１５
个广播作品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国家广电总局广播节目
技术质量奖。

依靠高新技术开发应用，拓展广播电视业务

和市场空间。广东省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 （ＣＭ
ＭＢ）蓬勃发展，２００９年９月，成立了广东中广传
播有限公司，负责牵头开展全省 ＣＭＭＢ业务。广
州、深圳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覆盖网建设日臻

完善，布点较多，并且实现单频组网，用户也较

多，实现了产业化运营。其他地市的 ＣＭＭＢ覆盖
建设也基本完成，ＣＭＭＢ接收终端将更广泛地深
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曾晓怡）

２９２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科技队伍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建
成立，统筹管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才队伍。全

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科技管理部门

把人才工作特别是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紧紧围绕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型广东

等重大战略部署，创新思路和举措，狠抓工作落

实，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人才工作的大发展。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

４０７万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以上的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达２２万人，其中院士７５名 （含

双聘院士 ４２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５０４８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８２人，
博士后３１８８人，留学回国人员约６５万人，科研

成果更加丰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加明显。

【人才发展保障机制构建】　２００９年３月，广东
省人民政府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订 《共同

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加快

推进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科学发展备

忘录》，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广东省构建

人力资源培训体系，创新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引

进、培养、评价、使用、表彰和服务保障机制，

开展博士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以及加强区域与国

际合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８月，广东省人民政

府与国家外国专家局签订 《引进国 （境）外人才

智力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服务

合作协议》。按照该协议，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在

“共同推进珠三角地区引进国 （境）外人才智力

高地建设、支持珠三角地区创新引进国 （境）外

人才智力体制机制、率先建立引进国 （境）外人

才智力新格局、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四方面与

广东省人民政府加强合作，支持珠三角地区引智

管理体制机制先行先试，将在引智政策、项目审

批、资金资助、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珠三角地区

更多倾斜，重点扶持新型能源、生物医药、生命

科学、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行业的

发展，重点支持自主创新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培训

项目。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育】

人才遴选推荐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增中国工
程院院士２人、中国科学院院士３人，增加人数
为历年之最；新增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１３人，入选数量居全国第２位。广东省
农科院院长蒋宗勇研究员获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称号，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获 “国

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０９年，全省新增２３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广东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达到１０４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达到１４９个，实现 “双百”

目标。稳步扩大博士后科研基地规模，新成立

“暨南大学·江门新会新希望眼科医院博士后科研

基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有博士后科研基
地３３家、博士后科技开发基地３家，开展博士后
工作的企业达２５０多家，形成以广州、深圳和佛
山为龙头，以珠三角地区为重点，辐射带动东西

两翼，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发展格局。加大

博士后工作日常经费投入，对在站博士后的日常

５９２科技发展资源、环境和条件



经费标准进行大幅调整，由每人每年５万元提高

至８万元，并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大吸纳优秀

青年人才的力度，全年共进站 ４４３人，出站 ２００

人，留粤工作１２６人。

职称评价　２００９年，广东在全省范围开展中

学正高评审试点，采取限额推荐评审办法，选拔

出全省第１批中学正高级教师２６名。指导深圳先

行开展知识产权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点。

开辟农村实用人才评价领域，先行在惠州市开展

第１届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定试点，评出高、中、

初级农村实用人才１４７３名，其中，高级技师１３６

名、技师４６１名、技术员８７６名。另外，认真做

好２００８年度全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果的核

准工作，有１６７４３人取得高级资格。

继续教育　推进继续教育条例修订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

例》经广东省第１１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４次会议通过。坚持以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讨班

为抓手，大力实施知识更新 “６５３工程”，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共培训相关人员２９３万多人次。

【引才引智】

海外招才引智行动　２００９年４月，广东组织

人才招聘团赴美国纽约硅谷招聘海外高层次人才

达３２人，其中，被国家批准为 “千人计划”的有

３人，被中科院批准为 “百人计划”的有 １人，

包括１个光网络科研创新团队、１个世界一流水

平的数码打印科技团队等５个科研创新团队已落

户广东。１２月，广东成功举办 “百名海外高级专

家南粤行”活动，邀请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等

１１个国家的９０多名专家来粤，共有３０名专家与

２０个单位达成合作意向。

海外引才保障与实践平台　采取服务外包形

式，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硅谷、法兰克福、

巴黎、马德里建立７个海外人才工作站；与广东

省农科院在肇庆、湛江两市共建了广东省引进国

外农业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领军人才评审　制定 《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

评审暂行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评审确定１５名

领军人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诺贝尔奖

评委各１名，“两院”和国外院士４名，并给予每

人５００万元的工作经费资助和 １００万元的住房

补贴。

国内招才引智　先后组织全省５０多家企事业

单位分赴湖南长沙、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省市

参加大型人才交流活动，招聘引进广东省急需的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１１００多名。

【人才信息化服务】

“三联网”工作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人

才网已与包括全省和 “９＋２”地区在内的１９个省

市、７３个人才专业网站 （省内 ５６个、省外 １７

个）、７６家高校、近６００家企业联网，实现人力

资源供求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平均每天有

４００多家企业发布２５００个岗位，点击率达到５０

万次／天，成为面向全国、辐射泛珠、服务全省

“永不落幕”的知名人才专业网站。

公共服务信息化　完成 “广东人才网”升级

改版工作，增设就业联盟专栏，打造网上虚拟招

聘会平台，用于发布就业创业政策法规及招聘信

息，在线提供就业登记、推荐等服务，使在线服

务功能更趋完善。２００９年，共有４万多家企业在

广东人才网提供招聘毕业生职位１３５万多个，上

网应聘的毕业生达３０余万人次，对接成功率达到

３０％左右，网上求职成本降低约７０％。

【新当选院士简介】

罗锡文　１９４５年出生，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

院农业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

机械化方面的研究。２００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周克崧　１９４１年出生，曾任广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院长，现为该院博士生导师，我国材料表面

科学与工程行业知名学者。２００９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陈小明　１９６１年出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从事功能配位化合物化学与晶体工程研

究。２００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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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生 　１９５７年出生，中山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副校长，真空微纳电子学家。２００９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凡凡　１９５０年出生，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唐汪峰）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

２００８年９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

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意见》是广东省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

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广东省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

政策取得重大突破。 《意见》明确规定，引进世

界一流水平、对本省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能带

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和科研团队，

省财政给予８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的专项工作经费；

引进国内顶尖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和科研

团队，省财政给予３０００万元至５０００万元的专项

工作经费；引进国内先进水平的创新和科研团队，

省财政给予１０００万元至２０００万元的专项工作经

费。这是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国内含金量最高的人

才政策。

按照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下发的 《关于贯彻

落实 〈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的

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省

科技厅承办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的引进工作。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

省长黄华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快本省创

新科研团队引进工作的开展。

【相关文件起草与制订】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办法》制订

省科技厅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成立了由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相关处室业务骨干组成的

文件起草组。起草组先后前往华南理工大学、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听取他们

对文件起草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 《广东省引进

领军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

稿）。２００９年４月，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联合

发文，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２２个省直部门、１３所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征求意见。５月，省委组织

部联合省科技厅分别召开了邀请省直部门、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的

３场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单位的修改意见。在

此过程中，起草组共收集意见１８０多条，在深入

研究的基础上，采纳了８０多条意见，形成了 《广

东省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暂行办法》

（送审稿），并提交省委组织部审阅。

起草组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认真研究，

反复讨论，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 《广东省引进

创新科研团队评审办法》 （征求意见稿），并于９

月向２０个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２１个地

级以上市市委组织部、市科技部门，省内８家科

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发出征求意见函７０份，收集了

６０多条意见。经整理研究，采纳了２１条建议，形

成了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办法》 （送

审稿）提交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会议审议，最终

形成了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暂行办

法》。１０月３１日，《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

审暂行办法》正式印发，是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

团队专项计划的指导性文件。

《广东省开展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工作的公

告》起草　１０月，省科技厅起草了 《广东省开展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工作的公告》，对广东省引

进创新科研团队的申报条件、申报办法、申报材

料以及其他事项作出了公开明确的公告。１１月１０

日，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正式在媒体上向公众发

布了 《广东省开展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领军人才申

报工作的公告》，标志着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

申报工作正式启动。１２月１０日，引进创新科研团

队申报截止，共吸引创新科研申报团队１０２个。

工作方案等重要材料制定　由于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工作实属首创，无先例可循，为了保证广

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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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省科技信息中心联合制定工

作方案，明确初审、函审以及现场评审三级评审

阶段，加快制定了初审、函审以及现场评审的评

审指标体系，并多次召开包括省内重点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千人计划”入选者、海外归国科研团

队参与的研讨会，全面吸收完善指标体系合理建

议；进一步完善各阶段的评审指标体系。

【组织动员工作】　１１月１７日，省科技厅在广州

召开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组织动员会议。厅

领导在会议上进行工作动员，提出本省创新科研

团队引进的工作要求，介绍本省首次开展申报评

审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工作的有关情况。该次会议

召集了各地市科技局、省内 “２１１工程”重点高

等院校、重点科研院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就

完善工作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各级领导和业内

各专业人士对评审方法与指标体系提出了大量的

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１１月１８日，省科技厅召开厅党组工作会议，

专门讨论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工作，政策法规处在

会上作 《关于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工作的情

况汇报》。

【专项办公室成立】　１１月３０日，广东省引进创

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 （以下简称 “专项办”）

正式挂牌成立。专项办主任由省科技厅厅长李兴

华担任，两位副厅长担任副主任，各业务处室、

人事处和监察室的正处长为成员，建立起本省引

进创新科研团队比较完善的工作架构。

【申报受理与合规性审查】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１０日，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受理工作已

基本完成，共收到１０２个团队的申报材料。申报

的材料中，共有５９个海外团队参加了申报，其中

美国团队３８个，国内共有４３个团队参加了申报。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共推荐团队５１个，企业推荐

团队４４个，自荐团队７个。按照我国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归类，电子信息技术领域有２１

个，光机电一体化１４个，生物技术２６个，新医

药技术１０个，新材料技术１５个，新能源、节能

与环境工程技术１６个。１０２个团队汇集了一批国

内外优秀人才，其中，两院院士１０位、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７位、教育部 “长江学者”８位、

中组部 “千人计划”入选者１０位、 “８６３”计划

专家组长４位、“９７３”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６位、

在 《自然》 《科学》杂志等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发

表过论文的有 ６位、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１位。

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初开始，专项办完全依照公

告的基本条件要求对１０２个申报团队进行了合规

性审查，初步合规性审查未通过的有２４个，通过

的有７８个。

１２月２９日，省委组织部胡泽君部长主持广东

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省直部门初审研讨会，对各

领域团队从 “科技管理以及广东省产业发展对创

新科研团队需求”等角度进行定性判断。省科技

厅李兴华厅长在会上作 《关于广东省引进创新科

研团队受理评审工作情况汇报》的报告。

初审工作在省内层面咨询了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等１４个

省直部门，收回了１０个省直部门的意见；在国家

层面咨询了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基金委、

工信部、国防科工局等５个国家相关部委１９位领

导和管理专家的意见。这些有关部门的意见为进

一步开展好函审工作，科学选择进入现场评审的

团队提供了重要参考。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　林晓霞）

科技干部教育与培训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做好

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等一系列文件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贯彻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有关部署，积极

开展干部轮训工作，落实 《省科技厅２００９年培训

计划》，把科技干部教育与培训作为增强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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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努力为新

形势下科技工作大局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全国县市科技局长管理创新培训】　１２月１９—

２６日，由科技部主办，省科技厅协办、广东省科

技干部学院承办的 “２００９年全国县市科技局长管

理创新培训班”在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举办，来

自内蒙古、广东、江苏、福建、安徽、湖南、湖

北、广西、四川、云南、甘肃、宁夏１２个省、自

治区的６６位县市科技局领导参加了该次培训班。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翟立新、广东省科技厅

领导、原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孙海鹰等领导和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家

学者先后为培训班授课。

【广东省科技副职任前培训】　１２月３０—３１日，

“广东省科技副职第６批工作总结暨第７批动员培

训”在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举办，从省直和中直

驻粤有关单位选派到全省１５个地级市挂职的第７

批科技副职共５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邀请

了省委党校专家、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及汕头市

南澳县领导作科技政策、科技管理职能、怎样当

好县级领导等专题讲座。该次培训使科技副职了

解经济科技发展的最新态势，了解国家和省的科

技政策，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尽快转变和进入

角色，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

【科技系统干部培训】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先后举

办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地市科技局局长 ‘科技创新促

进科学发展’专题研修班”１期、培训 ２１人，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县 （市、区）科技管理能力建设

专题研修班”１期、培训４２人，“２００９年中山市

镇区科技办主任 ‘科技管理能力建设’专题研修

班”１期、培训２６人，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培训

班”１期、培训１５０人，“科技系统人事干部班”

１期、培训３０人。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兴

华等领导先后为各培训班作专题报告。

广东省地市科技局局长 “科技创新促进科学

发展”专题研修班　该研修班于２００９年６月由省

科技厅主办，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承办，学员

来自全省２０个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共２０人，为期

一个星期。该次研修班的主题围绕落实 《珠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科技管理创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

及机构改革进行，旨在增强地市科技局领导干部

创新意识，把握当前科技工作特点和方法，提高

科技管理水平，进一步发挥科技工作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强大支撑作用。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兴华为研修班作

了 《新形势下广东科技工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及重

点任务》的专题报告。研修班还邀请省委党校、

省科技情报所、西安交通大学、省科技厅有关处

室领导为学员授课，主要包括 《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解读、地

方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中重大科

技问题、广东省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与产业

技术路线图、新一轮省科技厅三定方案等专题，

并组织学员前往佛山、珠海、东莞实地考察，深

入研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思路和科技工作如何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内容。

广东省县 （市、区）科技管理能力建设专题

研修班　该研修班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由省科技厅主

办，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承办，来自省内４１名

县 （市、区）科技局领导同志参加了学习交流。

省科技厅领导为学员作了题为 《广东科技工作面

临的形势及工作重点》专题讲座，并与学员进行

了热烈的交流。本次研修班还开设了 “广东自主

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与完善” “广东自主创新与产

学研合作”“广东农产品安全科技发展形势”“广

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施双转移、双提升战略”

等专题讲座，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农村科技处、

产学研结合处等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和专家为学

员授课。

“自主创新”和 “企业发展”主题培训班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强广东的综合竞

争力，省科技厅委托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举

办 “自主创新”和 “企业发展”主题培训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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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对象为全省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业务科长

（股长）、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管理人员，以及高

新技术企业管理人员。课程包括：科技创新型企

业的培育、广东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实践、企业

资本营运的风险规避、企业创新价值管理、企业

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获政府引导资金资助的操作事

务等内容。

【西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科技管理干部研修班】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举办了西藏林
芝地区科技管理干部研修班、新疆自治区县处级

党政领导干部 “科技创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专

题研讨班、新疆自治区科技兴新工作培训班，西

藏林芝地区科技管理干部１７人、新疆自治区县处
级党政领导和科技管理干部８４人先后参加了培
训。各期研修班邀请上级领导、专家学者共３０多
人次为学员授课，并组织学员赴深圳、珠海、东

莞、韶关、惠州、阳江等地参观考察和学习交流。

研修班的举办支持了西部地区科技管理干部的培

养，增进了广东省与兄弟省、自治区的交往与

友谊。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科技管理干部
研修班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参观考察、研

讨交流等形式，使学员了解广东在当前社会经济

发展形势下依靠科技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

构”的政策措施及具体做法，进一步拓宽视野，

创新工作思路，提高综合素质，并增进粤藏两地

的交往和友谊，为今后经济科技方面的合作奠定

基础。研修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工作的形势与任

务、优势农作物资源开发与特色产业发展、农产

品生产质量安全与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推广

与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学员参观考察广州、深

圳、东莞、惠州等地高新技术园区、专业市场、

农业科技园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村信息

直通车工程重点示范点等。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
技干部学院举办对口专业技术人员的全国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考前培训班、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

考前培训班、全国建造师考前培训班、全国注册

城市规划师考前培训班、出版专业资格考前培训

班、ＩＳＯ９０００内审员培训班、计算机应用技能培
训班等共９期，累计培训８６４人次。

【星火科技培训】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技干部学
院承担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农民工现代产业技

能科技培训工程”，着眼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

能，重点开展现代产业就业技能和农业适用技术

培训，指导并协助省级星火培训基地和各星火学

校举办培训班和讲座７０多次，培训乡土科技带头
人、农民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６０００多人次。

（广东省科技厅人事处　罗海波）
（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曾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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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金　融

广东省大力促进科技与金融相结合，通过发

挥科技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优势和合作银行的融

资优势，建立科技与金融互利互动的工作机制，

搭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协作平台，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渠道，缓解科技型企业的融资

难题。２００９年，科技金融合作队伍进一步扩大，

省科技厅继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签署合作

协议后，分别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光大银行广

州分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发展银行

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等展开了全面合作，授信额

度共计２８０亿元，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节能
减排、科技信用保险等方面创新金融手段，利用

风险准备金、买方信贷、金融租赁等形式搭建银

企合作平台。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批复成立广东省

科技信用保险融资服务部，启动科技金融结合试

点市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科技与金融结合工作

进入了省市联动、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

利用风险准备金推动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贷款是广东省科技与开发性金融合作的主要方式，

也是广东科技金融的创新点之一。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省科技厅分４批完成了３７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共４３个贷款合同，４７笔放款合计２６８０万元风险

准备金质押等手续。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风险准备
金存款余额为２１８５万元，引导国家开发银行广东

省分行对科技企业贷款累计达７６亿元，风险准
备金实际放大接近３５倍，极大地发挥了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杠杆效力。风险准备金存款

资产不但无损失，还实现了增值。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的设立

和运作，大大拉动了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进行

贷款，贷款企业获得快速发展，体现出良好的成

长性，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据统计，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贷款企业总资产、销售额、利

润及纳税的平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２１７５％、
１９８５％、２８８３％、９９３％，新增销售收入达２５

亿元，新增税收７０００万元，新增就业岗位８９００
个。贷款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大加强，承担国家、

省市科技计划及项目同比增长６９８％，６５％的企
业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中有２０％是首次

认定。如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贷

款资助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举成为国内真

空采血系统行业的龙头企业，并在创业板成功

上市。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云丹平）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卢景昌）

科技金融试点市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广东科技金融战略合作暨

试点市启动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省科技厅正式

在自主创新比较活跃、金融服务比较完善的珠海、

东莞和中山市启动科技金融试点市工作。这是广

东省首次开展科技金融的综合性试点试验工作，

具有重要的引导示范作用。

试点市采用省市联动方式共同设立 “联合科

技贷款风险准备金”模式，省财政在３个试点市

１０３科技发展资源、环境和条件



银行开设指定账号，并各拨付专项资金１０００万

元，试点市各配套４０００万元，分别组成规模为

５０００万元的省市联合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省市

联合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拨付和核销由省市按

照１∶４的比例分担。合作银行承诺以风险准备金

的至少２０倍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在科

技型中小企业集合信托计划、知识产权质押、科

技型企业信用互助担保、风险分担和退出机制、

科技资源与资本市场结合等方面积极探索，促进

当地科技经济跨越式发展，为本省科技金融的发

展提供新鲜经验。

自签订 《科技金融试点结合城市项目合同

书》以来，３个试点城市结合本市的科技产业发

展状况，协调本市相关部门、银行、担保机构及

科技企业，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资源和

金融资源全面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提出了有

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政策与措施。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云丹平）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卢景昌）

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

为了加强科技投融资工作的整体指导和协调，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能力和水平，更

好地推进本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贷款业务的

开展，省科技厅依托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 （以下简

称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以推进科技金融业务、提供优质服

务为己任，积极开展企业投融资服务及项目开发、

辅导和培训工作。走访地市科技主管部门、高新

区和科技企业，了解融资需求，开展科技金融业

务宣讲，为企业提供贷款及其他融资咨询。建立

项目资源库及培育机制，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成长特点，为企业提供成长全过程的投资、融资、

引资服务。建设 “广东科技投融资担保网”，为

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融

资的综合信息及交流平台。

该服务中心致力于营造和优化自主创新的投

融资政策环境，起草了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科

技金融结合试点市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相关操作细则等政策文件，得到省财

政厅和省科技厅的认可并颁布实施。服务中心还

承担了多项研究课题，对科技金融做了探索性和

前瞻性的研究，为政府部门科技金融政策的制定

提供决策参考。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云丹平）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卢景昌）

广东省风险投资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４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 《关于实

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对有关

创业投资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具体操作及实施等

问题进一步给予了明确说明。随着创业风险投资

行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金融危机后中国

经济率先企稳、ＩＰＯ重启、创业板开闸等一系列
积极信号的释放，２００９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市场
迎来了令人欣慰的复苏和发展。中国风险投资研

究院的年度行业调研报告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
风险投资行业呈现几大趋势：一是募资规模稳步

回升，人民币基金保持主流地位；二是投资强度

降低，本土机构投资规模整体超外资；三是支持

的企业迎来上市高潮，上市方式退出比例增加；

四是上海成为风险投资机构最希望落户的地区。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风险投资业经历了 “前低后

高”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好转和行

业利好政策的出台，广东省风险投资业实现了募

资、投资、退出３个环节的复苏与繁荣。创业板
在深圳顺利推出，为深圳市的风险投资业锦上添

花。广州市私募股权交易所作为国内首家股权交

易机构正式挂牌，在省内和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

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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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风险投资发展现状】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风

险投资在机构数量与规模、管理的风险资本额、

新增投资总额、投资项目平均数、项目投资强度、

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资金退出方式等方面均保持在

全国前列。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的统计，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风险投资机构数为１６０家，管理资本

额达３１２７９亿元；新募集资本为８１２４亿元，占

全国总量规模的１１６７％；投资数量为７０个，投

资金额达 ３３３亿美元；风险投资退出共 ３３笔，

占全国创投退出总量的２６８％，居全国之首。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共有 ７３

家广东企业在中小板上市，占全国中小板上市企

业数近１／３，其中，风险投资参股的广东上市企

业为３７家，占全国风险投资参股上市企业的比例

超过１／３，在国内各地区创投参股上市企业中排

名首位。

但近两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广东省风险投资

的发展势头已逐渐落后，在机构的设立、募集的

风险资本额、投资运作活跃度等方面已被发展势

头强劲的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区赶超。从投资

趋势来看，风险投资的热点地区也逐渐向京津冀

地区的北京，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

江转移。此外，广东的风险投资人才明显不足，

专业投资管理队伍亟待培养和锻炼。

这种趋势已开始引起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有关

领导的关注。２００９年１月公布的 《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以下简

称 《纲要》）表明，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将发展

风险投资业提到了战略高度。 《纲要》中提到，

要完善创新创业融资环境，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

押、租赁融资和创业投资，进行金融改革与创新

要 “培育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发展创业投资”，这是首次将 “创业投资”写进

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文件。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风险

投资集团 （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继续完善与

推进创新管理，积极、务实地探索国有企业以从

事风险投资为主业的经营管理与发展规律，以实

际行动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

硕成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为

广东自主创新产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２００９

年，集团公司获得了由科技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

室批准、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设立的 “科技投资收

益奖”。该奖项是国内科技奖励中唯一对科技风险

投资的奖励。

２００９年，集团公司全年实现总收入超２亿元，

实现利润近亿元；新增投资项目７项、追加投资

项目３项，新投资项目总额达１５亿元，累计为

参股投资企业担保 １６亿元；上缴各项税金达

２０００多万元。集团公司投资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深圳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通过了中国证监会首发上市的审核，这是

集团公司直接参股投资并成功培植和推动上市的

第６、第７家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集团公司

参股投资企业中已实现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共有６

家，均已在进行上市前必备的辅导和验收工作。

集团公司的风险投资业务积极推动了广东经

济的发展。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集团公司在对企业

的投资中带动了社会各类投资１００亿元，产生的

社会效益超过２００亿元，向国家上缴各类税金近

１０亿元；集团为所投资参股的中小企业担保总额

累计超过 ２亿元，参股企业新增就业人数超 ２

万人。

在推动和促进广东经济转型、高科技创新型

产业发展的同时，集团公司还积极协助有关政府

部门推动广东省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集团公司

积极推进广东省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工作，

对省发改委的 《广东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方

案》提出意见，并提出引导基金的管理、组织架

构、运作等建议。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重大决策咨询

课题首次选择了风险投资，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的委托，集团公司承担了课题 “促进

广东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研

究”，将对本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政策提供全面

的、系统的、专业性的建议。

３０３科技发展资源、环境和条件



【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风险
投资促进会 （以下简称 “促进会”）继续加强业务

开拓，提升服务水平，扩大业界影响力，对外树立

协会形象，开展了一系列业务活动和服务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经科技部批准、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主办的首届中国优秀创投机构评选发布会暨颁奖典

礼上，促进会３家会员单位分别获得了如下奖项：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获２００９年度 “科技投资收益

奖”、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获２００９年度
“科技投资业务创新奖”、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获２００９年度 “优秀科技投资管理团队奖”。

同业交流合作　２００９年４月，天津科技发展
投资总公司到访促进会，就投资企业的内部运营

机制及投资后的管理实务等方面进行了相互交流

与探讨。

６月，２００９（第１１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
深圳举办。该届论坛由民建中央、科技部、广东

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促进会

作为承办单位直接参与了论坛的方案策划、筹备

和实施的全过程。论坛以 “提升ＶＣ／ＰＥ核心竞争
力　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为主题，国家部
委领导、海内外的顶级风险投资家、投资银行高

管、金融中介机构负责人等１００多位主讲嘉宾登
台演讲，深入探讨 “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如何推

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中国创新企业如

何做强做大”等议题。

６月，促进会理事长出席由中山市金融服务
办公室等主办的 “新动力　新征程———企业改制
与上市”论坛，并作题为 《风险投资与创新企业

共谋发展》的主题演讲。

６月，促进会与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联合主
办了风险投资价值判断与投资技巧研讨会。促进

会高级顾问 Ｄａｖｉｓ先生和美国风险投资学院主席
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先生到会，为与会人员介绍了美国领先的
价值评估机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实用的另类混合

型投资工具，对国内的风险投资业务操作具有很

强的实践借鉴价值。

８月，促进会参加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在青岛召开的国有

创业投资机构发展研讨会。会上，来自全国１８个
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３８家国有创投机构代
表共商新时期国有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问题，会

议形成了 《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发展青岛共识》。

８月，促进会与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险投
资专业委员会合作，参与协办了２００９中国风险投
资和创业板论坛。

１２月，促进会与北京清科公司合作，参与协
办了第９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
论坛。

课题调研　促进会代表风险投资业界不断加
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及时反馈业界意见，

并与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等有关单位进行不

定期的沟通与交流，参与协助政府有关决策机构

制定有关政策和规则。

２００９年，促进会受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广东省
科技厅的委托，承担了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创业投资
调查”在广东省内的调查工作；协助省发改委进

行 “广东省创业投资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的调

研、组织专家研讨和论证工作；受广东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协助进行 “促进广东省

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研究”

课题项目的研究工作。

（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　黄俐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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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近年来，广东省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为抓

手，充分整合科学仪器设备、科学数据、自然科技

资源、科技文献等各类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搭建了

一批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 《关于开展地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

的通知》精神，２００９年，省属科研院所和部分高
校等７８家单位参加了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
查工作，基本摸清了本省科技资源分布情况，建立

了科技资源数据库，为今后本省的科技决策以及科

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可靠依据。

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

实验室体系由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

室、公共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企业重点实验室

构成。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本省共有国家重点实验
室１０家，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３家，
省重点实验室１２３家，省公共实验室１８家，省重
点科研基地２６家。２００９年，本省启动试点建设省
企业重点实验室２家，实验室体系布局不断完善。
２００９年，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聚集了近５０名

院士担任实验室主任或学术委员会主任职务，拥

有３１个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
系共享平台的建设，培育出多名院士，如２００９年
广东省新增的２名工程院院士和３名科学院院士
中，许宁生、周克崧、侯凡凡都是省重点实验室

主任或学术带头人。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还涌现

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研究水

平高的学术带头人，拥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研骨

干２０００多人，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和奖励的
达２９８人，３２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１２３

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２人获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２００９年，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主持或参与各
类科技项目超过４０００项，其中包括国家 “８６３”
项目７２项、“９７３”项目１９项。平台通过科技攻
关获得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取得了

一批有显示度的科研成果。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重点
实验室共获得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０
项，获得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１
项、一等奖１３项、二等奖１１项；获得授权专利
３４５项，平台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为进一步推进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发展，省

科技厅还会同省财政厅起草了 《广东省实验室体

系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在 “科技进步活

动月”期间，召开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工作会议，总结了５年来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的建设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对下一阶段的工作

进行了部署。

【重点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在节能减
排、生物医学、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新建１５家重
点实验室 （见表９－３－１－１），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全省共有重点实验室１２３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１０家。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对２００８年立项的广东省食品

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等６家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中
期检查，建设进展情况良好；组织专家对建设期

满的重点实验室进行验收。２００９年，省重点实验
室共承担国家级项目 ５５１项、省部级项目 １４６３
项，获得授权专利２６４项，发表国际核心期刊论
文１２６５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３１６７篇，论著
１００多部。省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承担国家高水平
科技项目、开展重大关键领域研究的主力军和自

主创新的 “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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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３－１－１　新建省重点实验室一览表 （２００９）

序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１ 广东省建筑节能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

２ 广东省稀土开发及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３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４ 广东省生物活性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学院

５ 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６ 广东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７ 广东省水环境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８ 广东省胃肠疾病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９ 广东省农业动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１０ 广东省低碳化学与过程节能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１１ 广东省水产健康安全养殖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２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１３ 广东省分布式能源系统重点实验室 东莞理工学院

１４ 广东省现代几何与力学计量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１５ 广东省园林花卉种质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公共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９年，为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广东省通过组织专家论证，对依托省生

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和广州地理研究所建设的省

环境科学与技术公共实验室作调整，将其调整为

２个独立的公共实验室———省环境科学与技术公
共实验室和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

室。组织专家对２００５年立项的６家省公共实验室
进行现场验收，验收结果表明，６家公共实验室
通过３年的建设，达到预期效果。２００９年，公共
实验室共获得横向收入超过３亿元，纵向课题收
入接近２亿元，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４００余项，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项目近２００项，设立开放课
题７５项，有效地支撑了本省相关行业和产业的快
速发展，逐步成为广东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行

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骨干力量和科技创新平台。

【重点科研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年，本省在医疗器

械、农业装备、实验动物等领域新建７个重点科研
基地 （见表９－３－１－２）。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
２６家重点科研基地总面积超过４８０公顷，基地内均
建设了实验室、中试场所和培训设施。重点科研基

地从２００６年启动建设，到２００９年３年间共扶持和
带动了１４２家相关龙头企业，转化推广了１５２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关键技术，带动了当地产业

的快速发展。重点科研基地还大力开展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和技术推广服务，培育了一支产业科技创

新队伍，共提供社会培训７万多人次，大大提升了
相关行业及产品的质量控制水平，引领和推动了行

业发展。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为省内科研院所的

发展和本省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新路子，打通

了科技成果与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进一步提升了科

研机构面向市场、结合产业发展需求进行产业技术

创新和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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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３－１－２　新建省重点科研基地一览表 （２００９）

序号 重点科研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

１ 新型肥料技术研究及示范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２ 岭南名优水果科研示范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３ 广东省重要林木资源创新与示范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４ 广东省医疗器械重点科研基地 国家医疗保健器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５ 现代农业装备科研基地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

６ 广东省疾病动物模型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７ 广东省食品添加剂重点科研基地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　为加快建设以企业为
主体、科研机构为技术支撑、市场为导向、具有

地方产业特色、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在对多个领域和龙头企业进行
调研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启动广东省企业重点

实验室的建设。广东省拟定了省企业重点实验室

实施方案，并组织了省内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联

合申报共建省企业重点实验室。经专家评审和实

施方案论证，“广东省铝型材加工与装备企业重点

实验室”和 “广东省电力电子变流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获批立项建设 （见表９－３－１－３），广
东省的实验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表９－３－１－３　新建省企业重点实验室一览表 （２００９）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联合单位

１
广东省铝型材加工与装备企业重点

实验室

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

公司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２
广东省电力电子变流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自然科技资源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继续加

强自然科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不断促进资

源的评价和创新利用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

东省已建设了２４个资源库，收集了近３６万份各

类自然科技资源。各资源库重视资源的评价鉴定，

先后鉴定了一大批育种中间材料和育种基础材料；

重点做好资源的创新利用工作，成效明显，为育

种应用积累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有效基础数据；

以资源库资源进行创新利用的新品种、授权专利

及科技成果丰硕，发表论文数量质量不断提升，

使广东省种质资源库在国内国际的影响面不断扩

大。为有效促进广东种质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广

东省不断完善广东生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管理平台，

实现了全省种质资源数据库信息共享。

【实验动物管理】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和
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基础和重要支撑条件，实验动

物许可管理是省科技厅的重要许可项目之一。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普通级实验动物设施已达
７２万平方米，屏障级以上设施达到了１８万平方
米，实验动物设施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全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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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产量已达到６５万只／年，每年开展动物实

验３万多次，每年利用实验动物进行实验的科研

项目超过１０００项，取得的省级成果中有超过一半

的项目获省级以上的科技奖励。广东省实验动物

支撑了全国１／３的进口药物的检验工作，每年使

用实验动物进行检验的化妆品更是达到全国的

７０％，有效地保障了生命科学研究和相关产业

发展。

２００９年，本省受理新申请实验动物许可证共

１０家，受理申请换证的共２５家，受理申请生产许

可证扩项的２家，经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终审，通

过２６家。２００９年，全省具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的单位８０家，具有生产许可证的单位２２家。为

了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工作和提高实验动物从业

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省科技厅积极组织学术交

流活动，召开了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研讨会

和实验动物技术专题培训班，全年培训约 ５００

人次。

实验动物管理立法工作，是推进实验动物管

理法制化的迫切需要。在省科技厅和省实验动物

监测所的共同努力下，从调研到 《广东省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 （草案）》的编写、征求专家意见以

及与人大代表沟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立法前期准

备工作。２００９年，在听取人大代表和省法制办等

领导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审议稿、立法指引等

相关材料，《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草案）》

通过了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提交省人大审议。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大型仪器及检测公共平台

为进一步促进广州地区科学仪器的协作共用

和资源共享，使更多的大型科学仪器进入协作网，

省科技厅组织修订了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使地区协作网内仪器设备及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大型科学仪

器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２００９年，新增入网仪器

２１台，在网大型仪器总数达到２５２台，是建网初

期的５倍，仪器共享率一直保持在４０％以上。

２００９年，由广东省牵头的泛珠区域大型科学

仪器网络共享平台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的

验收，全部达到考核指标的要求。项目建设有力

地促进了区域内大型科学仪器资源的协作共享和

共用，取得了预期成果。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近年来，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在基本维持原有

纸本文献订购的同时，结合地方实情，围绕地方

特色，大量引进了各种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并

自建了一批地方特色科技文献数据库。通过采取

引进、自建、共享等多种资源建设方式和途径，

本省科技文献和科学数据资源在原有的基础上得

到了极大的补充和拓展。２００９年，科技文献共享

平台的馆藏文献量达１５５万册，引进的中外文数

据库达 ２００多个，存储在本地的文献数据量达

４７Ｔ；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建成了 “广东省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 “广东省科技文献共享协作网”等９

个文献门户网站，开发完成各种数据库加工及服

务系统７个，已经形成了文献种类齐全、信息量

庞大、覆盖学科领域广的科技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为本省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科技决策提供了

强大的科技信息支撑。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加大了科学数据共享

平台的硬件建设力度，进行了机房改造和网络升

级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购置了一批服务器、网

络、存储、图形工作站、ＧＰＳ、ＣＩＳ等硬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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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共享服务系统、共享门户网站、信息采集

加工系统、数据库检索系统等软件系统的开发建

设，陆续建成了包括岭南中医典籍、广东省湿地

科学、广东省主要出口商品国外技术法规和标准

等十多个具有广东特色的科学数据库。同时，建

成了 “科技成果数字化加工、发布、检索系统”

“计量标准数据采编、检索系统”“土壤资源信息

共享系统” “湿地科学数据发布平台”等软件系

统的定制开发，实现科学数据库从数据采集、加

工到发布、检索、服务等一系列建库工作的自动

化、网络化。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的网上服务总量达１０００多万人次，为本省各类
科研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数据支撑和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是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网络

应用的保障平台，提供高速网络支持和应用服务

保障。近年来，省科技厅除继续支持市县分中心

的建设外，还加大网络更新改造的力度，将重点

逐步转向科技信息网的资源开发、应用推广和服

务，使广东省科技信息网络平台 （金科网）的服

务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金科网已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 １０６个分
中心。

（广东省科技厅科研条件与财务处　余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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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主线，以 “继续强

化执法保护，有效维护经济秩序”为重点，进一

步发挥专利行政保护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

创新型广东中的积极作用，为营造广东省保护知

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了良好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专利申请量合计

１２５６７３件，专利授权量合计８３６２１件 （见表９－
４－１－１、表９－４－１－２）。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各级
知识产权局共立案受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１４４件，
其中，发明专利案件１４件，占９７％；实用新型
专利案件４６件，占３２％；外观设计专利案件８４
件，占５８３％。结案９２件，其中，作出处理决定
的有２２件，调解的１８件，撤回的５２件。涉外专
利纠纷案件立案２２件，结案１３件，大约占总结
案数的１４％。立案查处假冒、冒充专利案件共１４
件，结案１５件。出动执法人员７４７人次，检查商
业场所１７９次，检查商品１２６２１８件。

表９－４－１－１　全省专利申请受理量及授权量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单位：件

年份
专利申请量

合计

发明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外观设计

专利

专利授权量

合计

发明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外观设计

专利

２００５ ７２２２０ １２８８７ １８９５１ ４０３８２ ３６８９４ １８７６ １１０１７ ２４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９０８８６ ２１３５１ ２３８８６ ４５６４９ ４３５１６ ２４４１ １５６４４ ２５４３１

２００７ １０２４４９ ２６６９２ ２５３８９ ５０３６８ ５６４５１ ３７１４ ２１６３６ ３１１０１

２００８ １０３８８３ ２８０９９ ２８８８３ ４６９０１ ６２０３１ ７６０４ ２５０７２ ２９３５５

２００９ １２５６７３ ３２２４７ ３９０２７ ５４３９９ ８３６２１ １１３５５ ２７４３８ ４４８２８

表９－４－１－２　全省专利申请受理量及授权量按地区分 （２００９）
单位：件

地区 专利申请受理量 专利授权量

合计 １２５６７３ ８３６２１
广州 １６５３０ １１０９５
韶关 ５１４ ３１６
深圳 ４２２９２ ２５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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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地区 专利申请受理量 专利授权量

珠海 ２７７８ ２００８
汕头 ６６７８ ３６９２
佛山 １５３４１ １２８６６
江门 ４９１６ ３４５０
湛江 ８３９ ５０７
茂名 ４９７ ２４１
肇庆 ５５１ ３２９
惠州 １７６１ ９８５
梅州 ４８５ ２７７
汕尾 ２８３ １５２
河源 ２４５ ２３３
阳江 １１０２ ９３５
清远 ２４２ １５０
东莞 １９１０６ １２９１８
中山 ８６９９ ５０７６
潮州 １８９２ １６７０
揭阳 ７４６ ６６８
云浮 １７２ １３９
其他 ４ ３

【专利行政执法工作】　随着广东省知识产权保
护形势的日趋严峻，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任务也不

断加重，压力增大。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切实提升办案质量和水平，扎实有效开展专利行

政执法工作。全年共立案受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

２２件，与２００８年同期相比少了１件，行政诉讼案
件１３件，指定管辖及移送管辖案件８件；结案１３
件。全年受理的纠纷案件专利类型大部分是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而且涉及大型机器设备的

较多，技术性强，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如

“减压阀” “单组份涂层机” “单片纸板钉箱机”

等。对这些重大复杂案件，省知识产权局在认真

查明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坚持做到程序公

正和实体公正并重，真正解决法律适用中的难点，

有效地维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专利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和深
化专利行政执法能力建设，２００９年５月，根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近期知识产权局系统执法工

作安排的通知》的要求，省知识产权局积极开展

申报进入第 １批国家知识产权局 “５·２６工程”

的有关工作，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进

一步加强专利行政执法档案工作，提高档案科学

管理水平，９月，省知识产权局和省档案局修改
制定了 《广东省专利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办法》，

并印发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和档案局。

第２次广东省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会议　为了
贯彻实施第３次修改的 《专利法》，提升广东省专

利行政执法工作的整体水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省知
识产权局在广州召开广东省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会

议，这是自省知识产权局成立以来召开的第２次
广东省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第 ３次修改的
《专利法》，回顾总结５年多来广东省专利行政执
法工作的成绩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任

务，进一步发挥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在构建和谐社

会和建设创新型广东中的积极作用。国家知识产

权局办公室韩秀成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江海

燕副秘书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知识产权

局作题为 《坚定发展信心　应对各种挑战　努力
开创广东省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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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上，广东省各地市知识产权局代表签署

了 《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 （区）市级成员专利

行政执法协作协议》。会议还出台了 《广东省专

利行政执法操作指南 （讨论稿）》，该 《指南》也

是全国第１个在省一级行政区划内统一专利执法
操作的规范性文件。会议对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广

东省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执法调研活动、专题座谈会和研讨班　为进
一步提升执法能力，加大执法力度，解决突出问

题，２００９年，省知识产权局开展了部分市执法调
研活动，在局内组成了联合调研组，对惠州、湛

江、江门和东莞等市的专利行政保护情况开展了

调研，进一步提高广东省部分市专利行政保护的

水平和能力。

召开不同主题的执法座谈会，不断推动广东

省专利行政保护工作的新发展。１月，省知识产
权局召开第３次中山、东莞两市联合执法座谈会。
会议的主题是积极贯彻实施新修改的 《专利法》，

稳步推进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座谈会对近几年广

东省知识产权局与中山、东莞两市知识产权局开

展联合办案的工作情况进行讨论交流，对出现的

新问题和疑难性问题进行研究总结。３月初，省
知识产权局在湛江市举办华南区知识产权局执法

研讨班，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执法处领导，

广东、海南、广西、湛江等省 （自治区）、市知

识产权局执法处 （科）负责人以及广东省食品工

业研究所等３０多人进行了研讨。研讨班介绍了跨
地区、跨部门执法案例及工作经验、专利执法规

范及专利行政执法 “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工

作，讨论了美国３３７知识产权调查案和我国相关
产业应对策略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专利法制建设】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自２００５年
开始酝酿和准备重新制定一部新的专利地方法规，

即 《广东省专利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２００９年，省知识产权局在广泛征求意见、论证并
反复修改的基础上，于９月１４日正式提请省政府
审议。随后，省知识产权局积极配合省府法制办

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和法工委，分别到惠州、东

莞、中山等市和到省外江苏、江西等地开展立法

调研，召开多场座谈会并进行实地考察，认真听

取各省市对 《条例》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学习借

鉴各地专利保护地方立法的好经验、好做法，并

在省内外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条

例》进行了３次修改。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广东省各地市知识产权
局认真组织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及宣传活动，进一

步加强与公安、文化、工商、版权、药监等有关

部门的联系和协作，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扩大

宣传和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社

会效果。

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　为营造促进创新的
良好环境，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２００９年，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一部署，广东省知识产权

局继续开展 “雷雨” “天网”知识产权执法专项

行动。制定了 《广东省２００９年 “雷雨” “天网”

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广东省

开展专项行动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具体措施

和时间安排等。根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 “４·
２６”期间组织开展了广东省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及
宣传活动。

４月１９日，由省知识产权局与清远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清远市知识产权局承办的广东省清

远市 “４·２６”保护知识产权集中销毁现场会在
清远市体育馆举行。现场会之前，在清远市区开

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省、市、县 （市、区）”

三级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来自广东省各地级

市知识产权局的５０多名执法人员参与了这次行
动，对查获的共７３９５件各类知识产权侵权产品进
行了集中销毁，取得了显著效果。

４月２３日，省知识产权局召开了２００９年广东
省１０个知识产权典型案件发布会，发布了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１０个知识产权典型案件。这是广东省各
知识产权有关部门着力加大保护力度、努力履行

行政查处和司法审判职能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和警示作用。

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广交会作为 “中国

第一展”，其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深受国内外的广泛

关注，也成为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品牌。４
月和１０月，受商务部的邀请和省政府的委派，省
知识产权局每届组织了包括广州、佛山、汕头、

惠州、中山等１１市知识产权局近６０人的省市专
利联合执法队伍分别进驻第１０５届和第１０６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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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会前，省知识产权局召开了广交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动员大会，并结合当前金融危机对我

国外贸业和出口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一新形势，

对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在办案过程

中，驻会工作人员始终本着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与各商会、交易团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形成合力，

并进一步规范了办案流程，统一了办案标准和档

案管理。两届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各项工作更加

制度化、规范化、高效化，知识产权投诉案件有

所下降，向国内外客商全方位展示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国内

外参展商和采购商的高度赞赏。

此外，省知识产权局还进驻首届广东外商投

资企业产品 （内销）博览会、第３０届和第３１届
广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进出口博览会、第６
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西中小企业博览

会等各类展会，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

取得了良好成效。在首届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

（内销）博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汪洋看望驻会执法人员，并对知识产权

工作寄予厚望，指出 “知识产权工作很重要，是

外博会的保障条件”。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傅　蕾）

专利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不断提升执法效
能，努力创新工作机制，扎实推进执法工作，努

力营造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投

资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省际、区域间专利行政执法协作】　区域专利
行政执法协作充分发挥了专利行政执法的优势，

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对及时、有效

地制止专利违法行为，加强各地区的协同执法工

作力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省际间专利行政执法协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
知识产权局不断强化跨省市协作机制的建设，向

贵州省、天津市知识产权局移送冒充专利案件２
件，向湛江、汕头、潮州等市知识产权局作出指

定管辖案件６件，为共同推动省际间专利行政执
法协作，搭建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平台奠定了良好

基础。

泛珠三角区域专利行政执法协作　建立泛珠
三角区域专利行政执法协作机制，是泛珠三角区

域知识产权合作的重要项目。为进一步发挥专利

行政执法优势，加强泛珠三角区域专利行政执法

协作，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
日，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 （区）在广东省佛山

市召开了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 （区）首次专利

行政执法协作会议，共同签署了专利行政执法协

作协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纪检组长肖兴威到场祝

贺，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发来书面讲话。

泛珠专利执法协作协议与十六省市、中南五

省、闽粤沿海城市专利执法协作等协议、宣言相

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首创省、市两级

执法协作机制，开创了省与省、省与市、市与市

案件移送的新模式；二是推动执法标准一致化工

作，提出了执法标准统一化的新思路。加强泛珠

区域专利执法协作，是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泛珠三角区域乃

至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

【部门间执法协作和联合执法行动】　近几年，
省知识产权局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逐步健全和完善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执法

协作长效机制。２００９年４月，省知识产权局会同
省公安厅，与中山市知识产权局、中山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和中山市公安局横栏分局、古镇分局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在中山市横栏镇、古镇镇分别

开展了查处水烟筒专利侵权系列案的联合执法行

动，查获涉嫌侵权的产品一批，取得了预期效果。

４月，省知识产权局与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 《转

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关于对全国知识产权部

门和公安机关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的通知》，广东省６个单位和
４名个人获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表扬。５月，省知识产权局向省公安
厅经侦局移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告知

的涉外诈骗线索，省公安厅经侦局立即批示并指

定专人负责，部署人员开展核查工作，并成功

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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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调研】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与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开展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建设知识产权强省”专项调研活动。该项

调研活动是推进双方互动沟通，整合地方资源优

势、强化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举措，对不

断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执法协作工作机制，进一

步实现广东省由 “知识产权大省”向 “知识产权

强省”跨越具有积极意义。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２６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三庭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合调研组，对深圳、

佛山、江门等市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开展调研。

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和考察企业等形式，了解和

掌握近年来各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

经验总结和主要问题。据了解，在受国际金融危

机冲击、全省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

广东省不少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自

主知识产权为破局之策，实现了逆势增长，显示

了知识产权的巨大功力。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傅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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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贯彻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以提高本
省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以建设创新型广东为目

标，加强与３０多个国家驻穗总领事馆的联系，定
期沟通与交流，宣传本省的科技政策及发展情况，

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建立和完善 “哑铃

型”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坚持 “引进来”和 “走

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

流，以提高本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推动先

进科技成果在本省产业化，促进本省的产业升级。

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出国考察活动】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组织和报
批的科技考察团组共５０批、１１８人次，有针对性
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捷克、意

大利、挪威、乌拉圭、秘鲁、俄罗斯、乌克兰、

白俄罗斯、日本等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科技交流

活动，对电动汽车、生物医药、农业科技、自然

历史博物馆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考察。各团组较好

地完成了任务，落实了有关合作事项。

由省领导率领的广东省科技考察团访问了新

西兰和澳大利亚，考察团务实高效，取得丰硕成

果。访问期间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基础产业、

能源、矿业、地区发展部部长进行会晤，双方就

今后开展合作的原则、形式、领域、机制等进行

了磋商，广东省副省长宋海与新南威尔士州上议

员伊恩·麦克唐纳部长在悉尼共同签署了 《中国

广东省与新南威尔士州科学技术创新合作框架协

议》。考察团参加第２４届世界电动车会议暨展览
会 （ＥＶＳ－２４），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在广东深圳举办
的第２５届世界电动车会议暨展览会以及本省电动

汽车的发展提供经验和作准备；赴美国对生物医

药和干细胞合作方面进行考察，针对本省在干细

胞等生物医药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临床应用、

人才教育培训以及产业化等方面的需求与哈佛大

学及制药企业进行交流，达成一定的合作意向；

赴英国、捷克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情况，考察当

地相关科技园区、农场、农业企业，与有关政府

部门和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将英国、捷克在药用

生物制品、精准农业、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引进、

果酒酿造等方面的优良项目带回广东；赴美国参

加世界科学中心协会 （ＡＳＴＣ）年会，正式履行入
会手续，并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特展的合作

事项进行探讨交流，对广东科学中心的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出国培训计划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组织
出国培训项目 （省）计划３项，其中国家计划１
项，包括：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及科技创新研

修、科技创新与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第３期专业
镇自主创新及创新体系建设。省科技厅与香港生

产力促进局继续联合举办了两期粤港专业镇中小

企业技术服务体系交流与学习考察活动，近５０名
来自全省专业镇及各市、县 （区）科技局的管理

干部参加，为本省市县镇的科技管理干部开阔了

视野，提升了管理水平。

【学术交流与展览】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组织和支
持了１０场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全省科研机构、
大学、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本省

科技人员开展国际科技交流的视野，取得了较好

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效果。如由科技部等国务院

直属部委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重要机构联合主

办、广东省人民政府承办的２００９传统医药国际科
技大会暨博览会，广东—东盟农业科技合作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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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暨ＡＰＥＣ成员国生物质能源作物产业化发展合
作研讨会，环保生物杀虫剂—昆虫病原线虫的研

究与产业化国际研讨会，第２届国际香蕉学术研
讨会，２００９（第１１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首届
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暨美国华人生物

医药科技协会 （ＣＢＡ）第１４届年会，中日循环经
济专题研讨会等专题研讨会及论坛。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审批、报批的国际科技会
展共２０场次，一批科技会展已在国内外产生相当
的影响力，成为某些领域或行业最新科技成果的

展示、技术交流、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如华南

国际口腔医疗器材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沿海区

域产业科技管理研讨会、中国 （广东）国际印刷

技术展览会、２００９中国 （广州）国际智能交通及

卫星导航产业展览会、中国 （广州）国际分析测

试仪器与生物技术展览会、Ｃａｎｎｅｘ国际制罐工业
展览会等，成为这些领域或行业最新科技成果展

示、技术交流、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

【到访科技团组】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接待了２４批
来自英国、美国、瑞士、法国、巴基斯坦、韩国、

泰国、乌克兰、阿根廷、以色列和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访问团组。

４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Ｊｏｈｎ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院士一行来粤访问，与省科技厅就广东省工业重

组计划、省部产学研合作及广东省应对金融危机

的相关措施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推进在中

英优先合作领域中与广东省开展产业技术路线图、

院地合作等项目合作。

８月，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
里 （ＡｓｉｆＡｌｉＺａｒｄａｒｉ）代表团一行访粤，考察了广
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就广东与巴基斯坦在农业、

蔗糖业方面开展合作进行了交流。

１１月，中泰科技合作联委会第１９次会议在广
州召开，泰国外交部副部长潘尼奇·维基思瑞奇

一行１２人出席会议，并对广东省的能源、农业等
中泰合作项目进行了考察，进一步推动广东省与

泰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与跨国公司和国外重点科研机构间合作】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积极推动广东省科研机构
与国外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的科技合作，支持中

国电器科学研究院和广东省技术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分别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就节能、水处理以

及 “标杆法”等创新方法、技术进行项目合作，

并签署有关合作备忘录。省科技厅就技术创新协

作以及战略业务合作与位列财富１００强的多元化
技术和制造行业的国际领先企业———美国霍尼韦

尔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广东与霍尼韦尔的

合作，加强双方在优势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提

升广东产业竞争力。

【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　２００９年，为解决广东
企业和科研单位国际科技合作渠道少、联络手段

单一及信息获取困难等障碍，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种科技创新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产

业竞争力，广东省开展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经

过征集、整理和筛选，通过科技部合作司、我国

科技外交官与国外企业或研究机构联系，跟踪落

实，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中外双方有５个单位的项
目已达成合作意向。

如 “船舶配套通信导航设备”项目由广州海

华电子企业 （中国）有限公司提出，希望通过与

欧洲企业合作，解决在船舶通信导航设备中国市

场中国内厂家占有率低的问题。该公司以前曾与

欧洲几家企业进行过联系，但都得不到外方的回

应。此次，通过合作司将该项目推荐给使馆后，

我驻丹麦使馆科技处向丹麦 Ｔｈｒａｎｅ＆ＴｈｒａｎｅＡ／Ｓ
公司介绍了中方企业的情况及合作意向，丹麦公

司很快将有关信息转交给该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

由他们同中方企业直接接触。海华电子已与丹麦

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进行了多次联系和洽谈，双方

已进入递交商业计划书阶段。

【参与 “中新知识城”规划】　 “中国—新加坡

知识城”项目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点项目和贯彻

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促进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载体。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根据省委、省政府
要求，牵头组织省发改委、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部门，就 “知识城项目产业规划建议”相关事

宜进行专题讨论，并按时完成 《关于粤新共建

“知识城”项目产业规划的建议》的撰写工作，

上报省政府，为 《中新知识城产业发展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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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独联体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组建 “广东—独联体科技合作联盟”　组建
该联盟是广东推动国际科技合作的创新性举措，

是建设 “哑铃型”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的重要实

践。联盟发起单位共有５１家，其中独联体国家的
成员单位有１５家。联盟单位包括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还包括风险投资机构，以及省、市、区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外国专家局、高新园区管委

会等政府部门。

联盟具有鲜明特点：１．按照 “哑铃型”国

际科技合作模式组建联盟，境内外各设秘书处，

如在境外建立中国乌克兰联合研发中心基辅研发

中心、中国白俄罗斯新材料研发中心，把国内外

两个合作网络做大做强做实，并使两个网络结合

得更紧密；２．联盟成员单位国际化，联盟单位不
仅包括广东的企业、科研机构，还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相关单位；３．“官产学研
金”结合，发挥不同类型机构的互补优势，加强

合作，使国际科技合作各环节结合得更紧密；４．
联盟平台开放共享，国内外所有参与合作的单位，

自愿参加。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广东企业、研究机构、大

学等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已走出 “单打独斗”的局

面，迈向政府搭建平台的 “组织化”阶段，可以

更加高效地组织高新技术合作开发和产业化。在

“哑铃型”国际科技合作模式框架下，联盟聚集

双方创新资源，对外建立协调一致的合作交流网

络，在内部建立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分工体系。

各联盟单位，按照互惠互利原则，通过联盟的信

息交流机制、会商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机制，实

现中外合作单位的紧密结合、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科技与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

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合作，建立国际科

技创新体系，把独联体国家的科技资源大金矿开

发提炼成为亮丽的金首饰和金项链，为广东的产

业升级提供了科技支撑。

组织召开对俄科技合作基地联盟第２次会议
５月２５—２６日，对俄科技合作基地联盟第２

次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

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和广东、山东、江苏、黑龙

江、浙江、长春、重庆等地对俄科技合作基地及

所在省市科技厅 （委、局）代表，以及广东省部

分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约６０人出席了该次会议。
各参会代表就对俄科技合作面临的问题及各联盟

基地间的有效合作具体建议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探讨。

该次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广东省与国内对俄

科技合作基地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国内南北

方资源、人才的互补，为拓宽和提高对俄科技合

作渠道和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组织开展专题合作交流　１０月２０—２２日，第
１０届中俄双边新材料新工艺研讨会在浙江嘉兴举
行。利用这个机会，省科技厅组织广东相关单位

与白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教育部、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８０位专家和政府
官员，就广东与俄罗斯科技合作的领域、模式、

机制和前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促进

了双方的了解，为未来的深入合作打下基础。

对独联体国家科技合作专项计划项目实施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重点实施一批对独联体国家
科技合作专项计划项目。如广州白云化工实业有

限公司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合作的 “用于固体火

箭推进剂的连续化生产技术引进”、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与白俄罗斯阿卡特科研生产联合体合

作的 “车载指挥自动化系统联合研制及关键技术

引进”、广东世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莫斯

科工业大学合作的 “高性能先进刀具等离子复合

涂层技术与装备的联合研发”等项目被列入科技

部国际科技合作对俄专项计划，共获得２０００万元
的经费支持，其中，“用于固体火箭推进剂的连续

化生产技术引进”项目获得１１９０万元重点项目
经费支持。

另外，省科技厅推荐的与广东产业界有多年

合作基础，并为广东产业技术升级做出突出贡献

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奥坚科·弗拉基米尔·米哈

伊洛维奇院士，获得２００９年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合
作 “友谊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并被邀请参加国庆６０周年阅兵仪式，在社会上引
起广泛反响。

【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建设】　６月，２００９年广
东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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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单位代表以及珠海市、东莞

市、汕头市科技局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共７０余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传达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２００９年地方科
技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对发挥基地的示范带动作

用，以合作基地建设拓展国际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途径、形成国际科技合作大格局，以 “哑铃型”

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已建设１１个国家
级和２４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为全省开展
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阵地和载体；以合作基地为

依托，广东省吸收、消化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产

业化体系已初具规模。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重点实施】　２００９年，广东
省重点组织开展中医药国际合作研究、新能源国

际合作、“走出去”战略等专项计划。广州中医

药大学与南非合作的 “中药复方艾可清胶囊在南

非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研究和新药注册”、中山明阳

电器有限公司与德国合作的 “３ＭＷ风力发电整机
及关键部件的开发与研制”、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与坦桑尼亚合作的 “食用菌优质高效大规模生产

关键技术在非洲的示范和应用”、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果树研究所与哥斯达黎加合作的 “香蕉抗枯萎

病关键技术研究”等１４项重点合作项目被列入科
技部２００９年度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积极申报双边政府间科技合

作联委会项目、区域科技合作项目共１０５项，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省已有６项项目列入科技部与
相关国家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项目。全省

合计获得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支持约

５０００万元，项目数和经费额均位居全国各省
（区）前列。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取得预期
效果。如 “食用菌优质高效大规模生产关键技术在

非洲的示范和应用”项目，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
确定了灵芝产品治疗艾滋病在坦桑尼亚的临床试验

方案，同时双方已就食用菌优质高效大规模生产完

成总体规划，进入具体实施生产阶段。“高性能先

进刀具等离子复合涂层技术与装备的联合研发”项

目，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与俄罗斯联合开发的多功

能大容量涂层系统的试验样机已完成升级改造，进

入正常生产阶段，工程样机也已制造完成，试验样

机涂层后的模具使用寿命比常规处理提高３ ５倍。
涂层后的刀具适合加工６０ＨＲＣ以上的高硬材料、
有色金属合金及工程塑料等高粘结性材料，技术已

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珠三角地区得到广泛应

用。“太阳能热发电关键技术”项目，围绕高温槽

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技术、集热管生产技术、反射

板推广及生产技术、资本合作等方面与意大利合作

方展开实质性合作，建设１０ＭＷ槽式太阳能热发电
商用示范工程，推动了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工程技术

研发平台在东莞的建设。

【第１２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详见
第１１１页。

【２００９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　详见第３９５页。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交流合作处　董　茗）

港澳台科技合作与交流

【粤港科技联合资助计划】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
与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继续开展粤港联合资

助计划，对 “粤港集成电路设计创新支撑平台”

等项目共同组织联合资助，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为落实省科技厅与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签订的 《共建科技创新

平台合作协议》，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专门设立粤
港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专项，对再生医学联合重点

实验室、自动化科学与工程联合研究中心、粤港

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控制策略联合

研究中心、广东省新药筛选国际联合实验室、节

能与环保交通粤港联合创新平台等与港方积极配

合，共同支持。

【粤港澳合作政策制定】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积
极参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粤港澳
合作政策的制定，参与起草了 《关于对港澳扩大

开放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的措施建议》 《支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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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资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加快转型升级的

若干政策措施》，以及省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间签

署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工作，负责完成 “制造

业与创新科技”相关内容。

省科技厅组织专人成立粤港科技服务业合作

课题调研小组，分别赴香港及省内主要的科研机

构、大学、企业实地调研，与香港创新科技署紧

密合作，共同形成 《粤港科技服务业合作与发展

的现状及对策》调研报告，为推动粤港科技服务

业的进一步开放与合作向省政府提出有针对性、

操作性的策略建议。组织和推荐省技术经济研究

发展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同开展 “珠三

角生物科技工业现状调研”。

【建立政府间合作沟通机制】　７月，粤港高新技
术合作专责小组第６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落
实有关科技合作计划与交流活动。省科技厅作为

粤港信息化专责小组、粤港中医药合作专责小组

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相关活动。省科技厅参与组

织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第４次会议和内地
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第３次会议及相关活动。

【建设粤港科技创新园】

建设南沙科技创新园　３月，华南理工大学
与广州南沙开发区签署了 《南沙开发区支持广州

市南沙华工研究院建设协议书》，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已经完成广州市南沙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现代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登记注册，正式落户南沙科学

创新中心。６月，香港科技大学分别与广州南沙
开发区、华南理工大学签署科技创新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广州市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共同

培养研究生，建立数字生活研究中心射频技术应

用及测试实验室、珠三角大气环境研究联合实验

室等项目合作，共同创建粤港科技创新平台。

加快建设深港创新圈　深圳和香港两地政府
建立了深港创新及科技合作 （深港创新圈）督导

会议工作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共同资助、项目管

理及联合招商等新的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关于

深港创新圈的政策措施。深港双方安排专项科技

研发资金用于资助深港创新圈创新环境的建设及

科技研发活动，并正式开通深港创新圈官方网

站———深港创新圈公共信息服务网，为深港两地

及珠三角地区提供区域创新服务。

建设莞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　１月，香港上
市公司志鸿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在东莞松山湖

科技产业园投资成立国际金融科技孵化中心，主

要提供国际先进的金融软件技术与研发人员，对

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帮助引入国际金融机构进行

交流与技术孵化，共同建立一个服务和发展的金

融信息科技平台。

推进仲恺高新区试点新项目　４月，香港生
产力促进局与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共同签署了 《粤港惠推进仲恺高新区试点新项

目合约书》，以惠州仲恺高新区作为试点，就高新

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产业升

级规划和企业孵化发展辅导等进行合作。

【与台湾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
组织５批共３４人赴台湾进行科技管理与产业、生
产力、农业产业化方面的考察与交流，积极推动

在信息通讯、新材料、农产品技术等方面与台资

企业的合作与引进，支持台湾的优势产业加大在

广东省的投资与合作。

【引进ＬＥＤ产业高端技术】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
组织团队赴香港、台湾，对 ＬＥＤ（发光二极管）
照明的芯片、外延片等关键技术的重点研发机构、

生产企业进行考察，促进此类研发机构及企业落

户广东，推动本省ＬＥＤ产业的持续发展。省科技
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兴华亲自率团赴香港与美国

ＣＲＥＥ（科瑞公司）洽谈，促成美国科瑞公司将
ＬＥＤ前端技术落户仲恺高新区。香港微晶先进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南沙区成立晶科电子 （广

州）有限公司，ＬＥＤ芯片生产线已完成投产，与
台湾Ｅｐｉｓｔａｒ（晶元光电集团）已确定战略合作关
系，共同在南沙增加总额为６０００万美元的投资。
同时台湾Ｅｐｉｓｔａｒ（晶元光电集团）已初步有意向
落户东莞；台湾奇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与

广州有关方面洽谈有关投资设厂意向。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交流合作处　董　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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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建设】

第７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
１月６日，第７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

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广东省科技厅相关人

员出席并主持会议，科技部发展计划司领导应邀

出席了会议， “９＋２”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等４０多人参加了会议。

云南省科技厅作为第６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
合作联席会议主席单位，代表 “９＋２”各成员单
位在会上作了 《２００８年度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
工作总结》。第７次联席会议主席单位福建省科技
厅在会上作了 《２００９年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工
作部署》。会议就２００９年度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了
讨论和研究，并就进一步推进和加大泛珠三角区

域科技合作，争取国家层面支持达成共识。同时，

会议研究确定了四川省科技厅为第８次泛珠三角
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主席单位，并一致同意聘

请科技部计划司申茂向为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

联席会议顾问。

第８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
１０月２７日，第８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

席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广东省科技厅相关人

员出席并主持会议，科技部发展计划司领导、中国

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应邀出席了会议， “９＋２”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４０多人参加了会议。

福建省科技厅作为第７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
合作联席会议主席单位，代表 “９＋２”各成员单
位在会上总结了 《２００９年度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
作工作情况》，第８次联席会议主席单位四川省科
技厅介绍了 《２０１０年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工作
设想》。会议就 ２０１０年度主要工作内容和各省
（区）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情况进行了交流和讨

论，并就进一步推进和加大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

作，争取更多国家层面支持达成共识。同时，会

议研究确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为第９次泛
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主席单位，并一致

同意聘请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为泛珠三角区域科

技合作联席会议指导单位。

【泛珠洽谈、展示会与论坛】

第５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
洽谈会　６月９—１３日，第５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 （以下简称 “第 ５届
‘珠洽会’”）在广西南宁市举行。广东省参加第５
届 “珠洽会”的经贸代表团由２９个分团组成，其
中由省科技厅会同省教育厅共同组成 “科教分

团”参会。

科教分团成员由１０个地市科技局、８家高等
院校及科研院所近７０位参会代表组成，主要参加
大会的相关会议、签约及参观展览等活动。２００９
年，科教分团上报的签约项目金额为６２８７７２万
元，比上届签约金额增长２１２５％；共有签约单位
８家，签约项目 ２５个，分别与广西、江西、湖
南、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海南以及香港、

澳门等地签订合作协议，投资行业覆盖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有色冶金、环保节能、房地产、石油

化工、农业等领域，以科技型合作为主，也有实

业型和人才劳务型等。

该届 “珠洽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泛珠合作

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力求完善合作机制，

创新合作模式，共建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科教分团充分借鉴前４届成功参会经验，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利用 “珠洽会”

平台，积极推动分团成员与各区域代表进行交流

沟通，以此加强区域间信息资源共享与产业合作，

加快落实各项合作协议和重大合作项目，务实推

进泛珠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各方

共进共赢。

首届中国昆明大院名校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

１０月１６—２０日，首届中国昆明大院名校科技
成果展示交易会 （以下简称 “交易会”）在昆明

举行，广东省组团参加了交易会。该届交易会旨

在搭建全国大院名校与企业、产业科技创新和产

学研合作的交流平台，以达到 “创新、合作、共

赢”的目的。

广东展团针对粤滇重点合作领域，从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

学、广州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大院名校中精选了农业新

产品新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环境保护和再生

资源利用等领域的３９项成果参展。

０２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交易会上，广东省与云南省共签订了１１项合
作协议，项目总投资金额达１５０５亿元。华南理
工大学分别与云南省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云南高原葡萄酒有限公司签订了２项合作
协议，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分别与云南省黄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

司等单位签订了 “复杂铂钯共生矿分离提取关键

技术研究”等９项合作协议。
展览会期间，云南省副省长曹建方、省政协

副主席顾伯平以及云南省科技厅龙江厅长等领导

到广东展区进行了参观，对广东的参展项目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广东与云南的未来合作寄

予了厚望。

第１０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１０月１６日，
第１０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以下简称 “西博

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该届西博会规模空

前，安排了西部各省份的投资促进、贸易合作等

重要专题和专项活动６０余场，吸引了来自韩国、
泰国、巴西、尼泊尔、日本、越南、肯尼亚等８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５万名嘉宾和客商参会、参
展。西博会主办方组织了西部大开发成果馆、泛

亚区域合作馆、城市规划与建筑建材馆、高新技

术产业馆、优势产业合作馆五大展馆，充分展示

了西部各省区在贯彻落实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搭建了展示成就、展销商品、

贸易合作、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广东省科技厅牵头组织广东科技展团参加该

届西博会，包括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工业大学、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东莞、中山、江

门等地高新技术企业，精选了一批对口项目参加

西博会高新技术产业馆的展示。整个广东展区主

题突出，简约大方，集中展示了本省在节能减排、

电子信息与现代通讯、生物工程与医药、农业新

产品新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环境保护和再生

资源利用等领域取得的一批高新技术成果，得到

上级领导、参展企业的一致认可。

作为西博会议程之一的四川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签约仪式在高新技术产业馆多媒体广场举行，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四川省副省长

李成云等领导出席，广东省科技厅等１５个地方科
技参展团参加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共签约项

目２１２项，其中科技对口援建签约项目４４项。广

东省科技厅与汶川县签订了科技对口援建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发展规划处　钟自然）

民间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２００９年是危机、挑战与机遇共存的一年。席
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以下简称 “交流中

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继续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及时调整工作策略、精心

部署，化危为机，有力地推动科技交流合作工作

再上一个新台阶。

【科技会展】　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会
展业也未能幸免。交流中心根据展览业的特点，

审时度势，调整布局，创新会展计划，着力打造

２００９年第１４届华南国际口腔展 （以下简称 “华

南国际口腔展”）、２００９第７届中国 （广州）国际

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展暨第４届中国 （恩平）

麦克风及电声器材国际展销会 （以下简称 “专业

音响灯光乐器展”）等品牌展览会，有效利用品

牌展览会的业务平台，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帮助

中小企业开拓市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统计，

２００９年，交流中心举办专业展览面积达５２万平
方米，有１５个国家和１１１３家企业参展，接待观
众达６３万多人次，同期举办技术研讨会达１００
多个专题场次，约有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５万多
人与会。

第１４届华南国际口腔展　华南国际口腔展是
在国内乃至东南亚都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展

览会。为了帮助口腔界的中小企业积极应对金融

危机，交流中心邀请东盟各国的牙科协会参加口

腔展，帮助我国的口腔医疗企业开拓东盟各国的

市场，并赴香港、新加坡、德国等地对口腔展进

行宣传。２００９年华南国际口腔展的参展企业来自
美国、德国、韩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瑞士、

新加坡、芬兰、列支敦士登、捷克共和国、荷兰、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１５个国家和地区。展会共
接待了海内外专业观众４１３５２人次，专业观众人
气指数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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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展　该展会在保持主导地
位的前提下，加强横向联合，整合了 “恩平国际

麦克风节”，进一步提高了展会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该次展会规模逆市上扬，展出面积首次达到

２５万平方米，吸引了１８３２８名来自６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专业观众到会，展商满意度高达９７％，
有效地帮助了广大中小企业抗击金融危机，拓展

国内市场。

２００９年第１７届越南国际工业机械展览会　
越南国际工业机械展 （ＩＩＭＥ）一直以来都获得
越南商业部、工业部及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并

得到越南机械进出口公司、越南塑料业工会、越

南印刷包装业协会的协办。ＩＩＭＥ展会同时包含
塑料及机械展览会、金属加工及技术展览会、印

刷包装机械及技术展览会、食品包装机械及技术

展览会和自动化工业展览会，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已
举办１７届，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第 １７届
ＩＩＭＥ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全球
金融危机使企业对参加国外展览会显得格外谨

慎，交流中心在扩大招展范围加强宣传力度的基

础上，通过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减轻企业参

展负担等手段，组织省内机械类民营科技企业赴

越参展。会上，专业观众及买家对广东省企业产

品表现出合作兴趣和购买意向，大部分广东省参

展商表示对越南市场信心大增，对展览会效果也

十分满意。

【科技创新国际资源服务平台】　２００９年，交流
中心继续推进 “广东省科技创新国际资源服务平

台”的建设工作，在发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网络、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调研、建立国际科技合作

信息资源库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进一步加大国际科技合作信息库建设工作的

力度。“大科学大工程信息库”完成 “中欧伽利

略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 “大型强子对撞机”

“国际空间站”等国际合作水平较高、国际影响

力较大的跨国工程项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网上发

布工作。对近年来参加广东省举办的部分国际学

术交流活动的海外学者、技术专家的信息进行筛

选与整理，进一步充实 “海外人才信息库”的

信息。

继续开展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高

技术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高技术产业发展跟

踪调研。定期发布本省科技合作动态和中国驻外

使领馆推荐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成功撮合海华

电子企业 （中国）有限公司、省生态环境与土壤

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等单位与国外有关

机构的合作。从２月起，交流中心定期编印 《国

外高技术产业发展快报》，报道国外 ＩＴ、新能源
等领域的科技产业发展最新动态。

【科技考察与培训】　为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
技术及管理经验，推动广东省科技创新与产学研

工作的开展，交流中心继续开展以科技调研考察、

国外培训为主要方式的合作交流活动。

２００９年，受省科技厅委托，交流中心组织两
批专业镇、一批高新区的管理人员赴香港参加香

港生产力促进局举办的 “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创新

培训班”；实施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立项的国外

培训计划，赴意大利举办了第３期专业镇自主创
新及创新体系建设培训班。

交流中心发挥国外渠道优势，努力协助省直

其他有关部门做好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工作，根

据不同行业的要求量身订做一系列专业考察活动，

如协助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赴美国及

日本参加行业年会等。

（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张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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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科技社团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

“省科协”）及各科技社团充分发挥组织、人才和

技术优势，为本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和推进 “三促进一保持”的各项工作，全

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做出了

新的贡献。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决策调研咨询论证工作　２００９年，经省政府
批准，省科协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实施

“广东省民众心理和谐评估与建设”项目，省委、

省政府领导对该项目高度重视，省长黄华华，副

省长黄龙云、宋海等先后作出重要批示。按照省

政府要求，省科协等单位成立了项目组织领导机

构，制定项目执行计划书并联合有关部门召开新

闻发布会，组织调查队深入乡镇、社区调查取样，

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组织专家开展佛

（山）云 （浮）清 （远） “双转移”调研，召开

专题论坛、研讨会和项目论证会，形成论文集和

调研报告；组织开展全省科普设施监测评估、建

设情况调查，提出发展对策、建议。

“厂会协作”和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２００９年，全省有２８０个学会与企业开展 “厂

会协作”活动，协作项目７６０项，帮助企业解决
生产技术疑难、提升企业竞争力，产生经济效益

３０多亿元。省科协组织企业深入开展 “讲理想、

比贡献”活动，有８３０家企业、２８万多名科技
工作者参加，有 ３２万多条合理化建议获采纳，

９５０项节能降耗、减排增效项目获立项。同时，
省科协大力加强企业科协组织建设，２００９年新建
企业科协４２０家，全省建有企业科协８４０家，联
络服务科技人员近１０万人。

“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创建　２００９年，为
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引导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向企业聚集，省科协

在全国率先开展院士企业工作站建设工作，出台

了 《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管理办法 （试

行）》，积极推动在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建立 “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建立工作站１８家，共引进１８名院士和１２０
多名专家，与企业开展合作项目１００多项，其中
重大技术开发项目１２项。

“千会服务千村”行动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下
发了 《关于在全省开展 “千会服务千村”行动的

通知》，建立由３００多名专家组成的农村科技服务
团，发布农村科技致富项目２００多项；组织省市
学会采取 “一会一村”“一会多村”“多会一村”

的形式与农村建立科技服务关系。全省有３００多
个学会与２６０个村建立结对服务关系，推广先进
实用技术８０多项，培训农村劳动力６万多人次。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项目　省科协与省财
政厅联合开展全国、省级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项目推荐、申报、评审工作，制定了项目管理办

法和申报工作指南。２００９年，项目荣获全国和省
级先进集体３１个、先进个人１８人，共获奖补资
金６３５万元。省农学会、省园艺学会、省花卉学
会、省养蜂学会以及肇庆、茂名、韶关市科协建

立 “科普惠农专家直通车”制度，为促进农村

“一品一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珠海市科协实

施农村党员科技示范户工程，建立１１８户党员科
技示范户并带动９１０多户农民，平均每户年收入
增加３３万元。

５２３科协、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宣传工作



【科技工作者服务建设】

高层次人才联络服务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月，省
科协、省委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召开了在粤工作院

士迎春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胡泽

君，副省长宋海出席会议，在粤院士２０多人对广
东省科学发展提出建议意见。８月，省科协与省
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组织在粤工作的国家重点学

科带头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广东省丁颖

科技奖获得者２７人到陕西省开展交流考察活动。
１０月，省科协与省委组织部组织在粤工作院士及
其配偶到江门休养考察并召开座谈会，为江门市

贯彻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和 “双转移”战略建言献策。

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０９年，全省各级科协及所
属学会开展学术会议１４９４个，发表学术交流论文
２９１３７篇，出版论文集 ４５种。其中，举办国际
（港澳台）学术会议６４个，组团出境交流８１个，
接待境外来访人员１８６７人次；举办广东科协论坛
和广东院士讲坛１８场，受众人数１７万多人次；
组织开展第７届广东省科协学术活动周活动，举
办学术交流活动２９８场次，受众人数９５万多人
次；举办中韩合作 “爱心阳光计划”第４９期暨佛
山新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建设高峰论坛；组团参加

在广西召开的第５届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科技团
体联席会议、在台湾举办的２００９两岸四地工程师
论坛、珠三角香港科技发展论坛暨香港资讯科技

界庆祝建国６０周年活动；推动珠三角九市科协与
香港科技协进会、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澳门

科技协进会３个科技团体共同签署 《珠三角科技

团体交流合作备忘录》，合力推进 《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
实施。

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表彰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
开展第１１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协２００９年
创新研究群体的推荐和第１０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
的评选工作，联合省妇联、省科技厅、省知识产

权局开展了首届 “自主创新十大女杰”评选表彰

工作。省科协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调查网络，

开展了 “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和为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作贡献”调查、科技工作者心理状况

调查、广东省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等专

项工作，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提交调研报告和对

策建议。

【广东省丁颖科技奖２０周年】　广东省丁颖科技奖
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献身科学的精

神和优良品德，以著名科学家丁颖院士的名义设立

的奖项。自１９８９年设立以来，奖励了１８０多名在科
技战线各领域锐意创新，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英

才，极大地激励了广东省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促进广东科技人才的成长。为纪念 “广东省丁颖科

技奖”设立２０周年，省科协联合新闻媒体系列报
道了３０名历届获奖者的先进事迹。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评选出了第１０届广东省丁颖

科技奖获奖名单 （见表１０－１－１－１），共有来自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２５位专家学者获得了荣
誉，涉及医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学科。

表１０－１－１－１　第１０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获奖名单 （２００９）

序号 姓名 专业专长 职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１ 丁　克 药物化学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２ 马　骏 放射治疗学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３ 马隆龙 新能源、生物质能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４ 毛新平
钢铁材料加工工程、大型

冶金工程设计
教授级高工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５ 王　彪 固体力学 教授 中山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６ 王小云 中医妇科学／妇科内分泌疾病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７ 冉丕鑫 呼吸内科学 教授 广州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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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姓名 专业专长 职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８ 冯前进 生物医学工程 副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医学信息所

９ 刘　石
热能动力工程、机械故障

诊断
高工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１０ 朱志华 胸部肿瘤诊治 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１１ 朱诗亮 量子物理、量子信息处理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１２ 闫俊华 森林生态学、生态模型 研究员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１３ 何宏平 矿物学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

１４ 张树华 机电 教授级高工 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

１５ 李卫民 路桥工程 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６ 李泰辉 微生物学、真菌资源与分类 研究员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１７ 杨一鸣 计算机与通信应用 教授级高工 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

１８ 汪建平 普通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 教授 中山大学

１９ 苏成勇 化学 教授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２０ 周翠英 岩土工程、工程岩土体稳定性 教授 中山大学工学院

２１ 施苏华
植物分子系统学、分子进化、

生态基因组学
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２２ 段传志
神经外科、脑血管管病介入

治疗

教授、

主任医师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２３ 赵谋明 食品科学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

２４ 翁建平 内科学、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教授、

主任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２５ 郭　姣
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及

新药研发

教授、

主任医师
广东药学院

【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建设】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２００９
年４月，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省全民科学素质
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科协，成员

单位包括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等２３个省直部门，召开了省全民科学素
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工作会议，通过了实施工

作办公室工作规则。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厅、省科协等牵头

部门制定五项实施工作方案，建立了 “政府领导、

党政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共同参与”的纲要实施

工作机制。

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和主题科普活动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联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
茂名市市政府举办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

动；联合省教育厅等部门举办第２４届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和第９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并组团参加第２４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和第９届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广东省参赛总
成绩继续稳居全国前列；配合省政府申请主办第

２５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成功；联合有
关部门开展了 “广东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和

７２３科协、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宣传工作



“广东省科普示范社区”创建活动。

同时，省科协积极举办 “全国科技周” “全

国科普日” “全省科技进步活动月”等大型主题

科普活动；面向城镇劳动人口和公务员队伍，开

展了防控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科普宣传和 “科普大讲

堂”巡讲等活动。２００９年，全省科协系统共举办
科普讲座４６１３次，受众４５５万人次；科普展览
３３３３次，受众８７１万人次；发放科普资料７１６万
份，向广州市１００万户家庭赠阅 《广东科技报·

健康养生周刊》。

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省科协组织制定了
《广东省科普资源建设规划》，编写了 《２００９年度
广东省科普资源开发集成服务指南》；举办了第３
届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赛；充分利用学会、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开发、集成科普挂图、

科普图书、科普声像、科普动漫等科普资源；向

基层免费提供科普挂图４６万张，科普图书和折页
１３０多种、５１万册；新建青少年科技教育、社区
科普宣传、“广东科普大讲堂”在线直播、科普

志愿者服务和农村科技服务等５个网站。

【科协自身建设】

省级学会改革　省科协认真贯彻省委、省政
府办公厅 《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

见》，积极指导省级学会开展创新发展工作。省科

协、省民政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科技类社会

团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在３０个省级学
会进行改革试点。省科协组织力量对省级学会和

地市科协开展学会改革的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召

开了全省学会改革工作座谈会和全省地方科协学

会改革工作座谈会，推动了学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直属事业单位改革发展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积
极推进直属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广东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与迅达 （中国）电梯有限公司等１００多家
知名企业签约，在专业建设、实习实训、毕业生

就业等方面进行合作，该校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就业率
达９９２％。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开展 “青少年科技

工作室”创建和优秀科学校本课程征集评选活动，

推进 “科技馆活动进校园”项目的实施。广东科

学馆积极提升服务功能，大力开展科普展教和文

化传播活动。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企业

创新技术方法培训和节能减排宣传等活动，推进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项目的实施。广东科技

报社利用邮政网络有效地扩大了 《广东科技报·

健康养生周刊》和 《中小学科教周刊》的发行

量。省科普信息中心加强科普资源开发，建设一

站式科普传播平台和科普手机报 （科普彩信）服

务平台。

机关建设　２００９年，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
准，省科协机关增设学会学术部，科技交流部更

名为合作交流部，人事部与组织联络部合并为组

织人事部，使机关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职能更加

全面。同时，省科协积极开展 “转变作风抓落

实”主题实践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加强科协

系统干部队伍建设。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泽周）

科　技　社　团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共有省、市、县三级科
技社团２４２０个，联系科技工作者５０多万人，其
中，省级科技社团１５３个，联系科技工作者约２０
万人。

【学会清理整顿工作】　根据 《中共广东省委办

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和规范我
省社会组织的意见》的要求，为进一步做好社会

组织归口登记和规范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省科协对主管的１１６个省级学会进行了
清理整顿。根据学会近年来依法办会、开展活动、

发挥作用等情况，向省民政厅提出整顿意见，其

中，整改学会１２个，合并学会１０个，注销或撤
销学会２个。

【“学会之星”评选活动】　按照中国科协学会学
术部工作要求，省科协建立学会评价指标体系，

对各省级学会进行全面评估。其中，１２个省级学
会 （气象学会、天文学会、石油学会、铁道学会、

土木建筑学会、造船工程学会、造纸学会、机械

工程学会、土壤学会、药学会、中医药学会、质

量协会）获得评估加分，并上报中国科协学会学

术部 “学会之星”评选组委会。通过评选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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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星”活动，省科协逐步实现了对学会工作的量

化管理。

【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作】　省科协对省天文学
会、省机械工程学会、省自动化学会、省食品学

会、省护理学会和省科学技术实验室联合会等６
个第１批省级学会开展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情况进
行评估；开展了第２批省级学会创新发展试点工
作，确定省光学学会、省植物学会、省生态学会、

省消防协会等１２个学会为第２批试点单位。

【学会承接政府转移项目】　２００９年，省级学会
中有３２个学会承接了１００多项政府转移或委托的
科技服务项目。省机械工程学会承担了机电工程

技术职称评审组织工作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

工程师资格认证工作。省航海学会承接了南海海

事司法鉴定、航道安全评估、船舶磁罗经校正等

科技服务项目，学会年收入达５００多万元。省消
防协会承接了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

和职业技能鉴定职能，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建设了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学会年收入达１０００多万元。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泽周）

学术交流工作

【国内主要学术活动】

广东科协论坛　２００９年，广东科协论坛围绕
贯彻实施国务院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先后组织了１０场专题
报告会，邀请清华大学范维澄教授，中国科学院

沈阳金属研究所闻立时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陈

国良教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教授，天

津大学叶声华教授，中国科学院严陆光教授，中

国科学院汪集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

陈勇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

计师戚发韧教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沈

力平将军等专家学者作专题演讲，受众人数８０００
多人次。同时，科协论坛开辟 “论坛在线直播”，

进一步扩大广东科协论坛的影响覆盖面。

第７届广东省科协学术活动周　２００９年 １１

月，省科协举办以 “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７届
学术活动周，围绕本省新能源发展、节能减排、

产业调整、安全生产和健康卫生等专题，举办学

术报告会、专题研讨会、学术沙龙、学术成果展

示等活动３００多项，有５万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了活动。

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科技团体合作第５次联
席会议　２００９年９月，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和科技
团体合作第５次联席会议暨科技馆建设与使用论
坛在广西南宁举办。省科协与泛珠三角区域省区

科协及香港科技团体的代表，就科技场馆建设事

业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合作的问题进行探讨。

“广东传统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研讨活动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先后组织专家小组走访佛
山、云浮、肇庆、清远和河源等地的建筑卫生陶

瓷、五金加工、纺织印染、铝型材、玻璃建材等

近５０家企业，考察工业园区１５处，进行１００多
次座谈，组织 “工业化与信息化小企业创新之

路”“产业转移过程企业素质提升”以及 “建材

清洁生产”等专题论坛、研讨会，形成有关论文

集、调研报告，提出了 《广东传统产业转移工业

园建设的问题和建议》。

“广东民众心理和谐评估与建设”研讨活动

２００９年，经省政府批准，省科协牵头，联合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组

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省社

会科学院等单位开展 “广东民众心理和谐评估与

建设”项目研究，深入乡镇、社区调查，完成对

全省各类人群抽样及２０００多个访谈调查，获取了
数万个数据，进行分析研讨并形成调研报告，为

本省民众心理和谐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对外科技交流工作】

中韩合作 “爱心阳光计划”第４９期暨佛山新
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建设高峰论坛　２００９年４月，
省科协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韩国东北亚科技协

力财团在佛山共同主办中韩合作 “爱心阳光计

划”第４９期暨佛山新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建设高峰
论坛。论坛邀请中韩两国知名专家和学者，采取

主题报告、专题研讨、互动交流等形式，共同探

讨广东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参加论坛的有中国科协、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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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地市科协负责人，佛山市镇村基层干部、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会员等约３００人。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工程师论坛

２００９年６月，省科协作为主办单位，首次组
团参加由台湾土木技师公会全联会承办的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台湾工程师论坛，组织广东省

土木工程技术人员４０多人参加，为推动粤台科技
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纪念粤港澳海事造船合作协议签定２０周年活
动　２００９年９月，省科协举办纪念粤港澳海事造
船合作协议签定２０周年活动，粤港澳三地海事造
船界专家１５０人聚集广东科学馆，举办 “海事专

才、共创蓝天”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粤港

澳海事造船界合作。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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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普　工　作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编制了 《广东省科普项目申

报指南》，继续大力支持国家级、省级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广东省科技进社区

工作，创新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项目，多途

径加大科学普及力度，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优

化科技发展环境，形成科技创新合力。经专家评

审，省科技厅确定支持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建设项目２９个、广东省科普示范社区项目１８
个、广东省青少年创新大赛项目１８个。本年度共
收到科普统计数据１９６９条，排查出可疑数据１２０
条，审核修正数据 ２３条，最终确定广东省 ２００８
年度科普统计数据并报送科技部。

科普主要活动

【全国科技周、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５—６
月，以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

全健康、携手建设创新型广东”为主题，中共广

东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科协等部门联合开

展 “全国科技周、科技进步活动月”活动。

５月 ９日，省科协、省地震局、省消防局、
省气象局、天河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举行 “防灾减

灾、自救互助”启动仪式，推动全省 “防灾减

灾”科普宣传周进社区、进校园。５月１２日，省
科协会同广州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天河区纲要办

和教育局等单位，举办 “认识地球家园，爱护地

球妈妈”———纪念 “５·１２”汶川地震一周年暨
防灾减灾科普系列宣传活动，上千名学校师生和

家长聆听专家科普报告。６月６日，省科协联合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开展 “全国爱眼日”科普

宣传活动，组织专家以 “爱眼护眼、保眼健康”

开展眼科科普咨询、义诊。

省科协还组织省级学会、高等院校专家，编

印 《科学防灾避险》 《公共安全与应急防范》等

科普宣传挂图２６００多套， 《科学防灾及应急防

范》科普手册３万册，支持基层科协开展防灾减
灾科普宣传。

【全国科普日暨万人科学传播大行动】　２００９年９
月１８日，省科协组织省级学会和地市科协开展
“全国科普日暨万人科学传播大行动”系列宣传

活动，宣传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

宣传节能减排、节约资源、科学生活的科技常识，

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的科技疑难问题。

省科协向韶关、河源、肇庆等５个基层科学
馆赠送一批价值１０万元的 “公众科普创新思维教

具”；举办了广佛同城科普一日游活动；组织迎亚

运白云山健步行活动；在广州人民公园举行了大

型广场科普活动；与省航空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

国航空百年科普活动。全省各地共开展５００多项
大型科普活动，发放科普资料１００多万份，参与
群众达３５０多万人次。

【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大型科普展览】　２００９年
１０—１１月，省科协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科技
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教育厅、省环保

厅等单位在广东科学馆举办了主题为 “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的 “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大型科普展

览”，展出节能减排科普教育展板９６幅，互动展
品约３０件，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学会、社
区、学校等团体的５万多名观众前往参观。

【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共
广东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科协、省妇联、省

农科院和茂名市政府等联合举办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文
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暨 “千会服务千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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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省市有关单位、学会和学校１００多个
单位、２００多名专家及科普志愿者，以及茂名市
所属６个县 （市、区）开展各项便民活动，向结

对村委会赠送一批科技书籍，向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和种植基地赠送３万元化肥和２万元种子，惠
及群众２万多人。

【知识产权战略巡讲】　２００９年８月，省科协联
合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省知识产权局等

单位，在广州、肇庆和佛山等地开展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巡讲活动，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

等有关部门的专家作专题报告，来自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以及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有关企业的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约１１００人参加了专题讲座和
座谈。专家们就专利申请、诉讼维权、人才培养

等热点难点问题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并根据企

业产业结构特点、现阶段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出

对策建议。

【科普大讲堂】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组建了 “广东

科普讲师团”，成员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 ２３２
人。围绕 “营养与健康、绿色生活、防灾减灾、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预防”等热点问题，省科协在广
州、深圳、茂名、河源等地举办了１３场主题科普
报告会，同时举办 “科普大讲堂”在线专访活动

１０场，受众３０多万人次。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泽周）

科普基地建设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９年，省科协、省财
政厅积极争取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河源科技馆等６个单位共获财政部补助资金２７０
万元。信宜市、廉江市、广州海珠区、江门新会

区获得全国 “百县百项科普示范特色建设专项”

资助。

全省继续推进科普示范县 （市、区） “站栏

员”建设，利用社会资源新建科普画廊５０座。惠
州市投资１８亿元建立惠州科技馆，免费向公众
开放；梅州市兴宁市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建立科技中

心。２００９年，省科协还开展了全省科技馆基本情
况调查、全省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和

建设状况调查工作，为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提供政

策建议。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２００９年，广东
省科技厅加强对１２９家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的管理工作。重新设计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的ｌｏｇｏ和牌匾，树立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的崭新形象。研究制定了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考核工作方案》，通过考核工作

进一步规范和管理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省级、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２００９年，省科
协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科普活动，在广东科学

中心、中山大学中山眼科医院、仁化佳大农业科

技园等单位新建了１９家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同
时，通过评审推荐，全省有１８家单位被中国科协
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　２００９年，为加强
基层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促进县

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省科协积极开展全

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的创建工作。广东省有

广州市的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增城市，深

圳市的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珠海

市的香洲区，佛山市的禅城区，汕头市的金平区、

澄海区，茂名市的化州市、信宜市，湛江市的廉

江市，肇庆市的高要市，汕尾市的陆丰市，江门

市的新会区，清远市的清新县，阳江市的阳春县

等２０个县 （市、区）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泽周）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刘世伟）

广东科学中心

２００９年是广东科学中心 （以下简称 “科学中

心”）开馆运营后的第１个完整的财政年度，是由
建设向运营转型的关键一年。按照 “调整、有序、

２３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和谐、发展”的八字方针，围绕 “建设创新型科

普场馆”的战略目标和 “科普教育、科技成果展

示、学术交流、休闲旅游”四大功能，科学中心

各项工作全面展开，运行管理安全高效，科普工

作有声有色，学术交流活跃，工作成绩突出。

２００９年，科学中心共接待观众１１０多万人；接待
国内外嘉宾近６００批次，共计１４万多人。科技
影院共放映５０００多场次，观众人数近２５万。
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汪洋，诺贝尔化学奖得奖者巴里·夏普莱斯

教授，亚太科学中心协会 （ＡＳＰＡＣ）执行董事、
秘书长布莱顿·荷里曼先生，日本首位宇航员、

日本未来馆馆长毛利卫等领导、专家先后到访科

学中心，并对科学中心给予了高度评价。科学中

心先后获得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地、 “热心公益·共建首善”单位、

广东省首个科技旅游示范点、广州滨海金游廊示

范景区、广佛同城旅游示范点、国民旅游休闲示

范单位和国家 ４Ａ级旅游景区等 ９项荣誉称号。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与管理的创新实践”项目荣

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在全国
首届科技馆辅导员大赛中，科学中心派出的参赛

代表取得了团体项目一等奖、总成绩第 ２的好
成绩。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科学中心共举办临展４
次，分别是猛犸象展、首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作

品展、科普之光摄影展和日产概念车展；设计制

作了 “人与健康”巡展项目；启动了 “运动·科

学”展等４个临展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组织开
展航模比赛４次，科普 “三进” （进社区、学校

和农村）活动十多次，科学表演台和开放实验室

活动及其他主题活动近２０次，社会反响强烈。例
如，１０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２９日，科学中心先后与广
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了 “广州市中学生物及小学

科学教师科学教育主题实践”和 “科学就在我身

边”主题活动，分别邀请了来自广州１２个区 （县

级市）的过百所中小学近千名生物和科学教师、

全市２４所农村或偏远地区学校的近百名小学生参
观科学中心。

２００９年，科学中心针对特殊群体，先后组织
大型公益活动十余次，获得社会一致好评。例如，

“三八”妇女节和 “六一”儿童节当天，科学中

心对以上人员实行免费，并举办 “春游南粤　三
八同乐”之 “巾帼精英科普游”等活动；４月２９
日，举办 “千名孤儿省会行”慈善活动；５月２６
日，举行 “情系汶川　科普相伴”活动；８月２
日，举办广西留守少儿广州亲情夏令营活动；１１
月１９日，组织广州越秀区启智学校２００多名残障
学生参观科学中心。

【学术交流】　２００９年，科学中心举办了 “科学

中心的社会价值”“挑战未知”“如何创造一个公

众喜爱的展览” “关于西方博物馆理念与展览评

量和改进”以及 “科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学

术报告或讲座共２５次，邀请了诺贝尔化学奖得奖
者巴里·夏普莱斯教授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

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前来演

讲，内容涉及科技教育、航空航天、极地科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

科学中心积极参与业界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中外专家学术论坛上，科学

中心有７篇论文入选 《２００９（北京）科技馆国际
论坛暨学术年会论文集》，３人在年会上发言。
２００９年，科学中心正式加入 ２个国际行业组
织———亚太科学中心协会 （ＡＳＰＡＣ）和北美科学
中心协会 （ＡＳＴＣ），中心主任王可炜当选为 ＡＳ
ＰＡＣ总议员，任期两年。科学中心还与国际博物
馆协会 （ＩＣＯＭ）、欧洲工业联盟 （ＥＣＳＩＴＥ）建立
了联系，积极办理入会手续。

（广东省科学中心筹建办公室　钟志云）

３３３科协、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宣传工作



科　技　宣　传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
心工作，聚焦广东科技工作的重大事件，重点开

展了省部合作、省院合作、企业科技特派员、高

新技术产业、产业技术路线图、农村信息直通车

工程、科技与金融结合、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广东
科技成就等科技专题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树

立了良好的科技形象，为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建

设创新型广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央和省内主

要电视媒体通过专题片形式深入宣传广东科技工

作的新做法、新成效，广泛宣传科技工作中的典

型人物、典型事件，让科技工作深入民心。其他

媒体也广泛报道广东科技工作和活动，据不完全

统计，２００９年，《人民日报》专题报道广东科技
工作１５篇，《光明日报》发稿８篇，新华社发稿
１１篇，《科技日报》发稿１４８篇，《南方日报》发
稿２８篇。

全省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５月中旬至６月中旬，广东省举办了
第１８个 “科技进步活动月” （以下简称 “活动

月”）全民科普教育和科技服务活动。 “活动月”

由省科技厅、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科协共同

牵头举办，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广东”为主题，

围绕全面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

《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和 《广东省建设创新

型广东行动纲要》的要求，针对科技创新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突出 “科技惠及民生”和

“科技支撑发展”两大主线，全省上下共同安排

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

为南粤百姓奉上一道道 “科学盛宴” “知识大

餐”，为企业和基层提供实在有效的科技服务。据

不完全统计， “活动月”期间，参与科技下乡、

知识讲座、成果推广、专场咨询、医疗义诊等活

动的专家学者超过３０００人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达６０００多人次，全省新闻媒体集中播放、刊登相
关科技新闻和专题片达６００多篇 （条），社会各界

群众参与人数更是以百万人计，从而使 “活动

月”的覆盖面更广、辐射力更强、影响力更大。

【科技服务企业活动】　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依靠科技进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是２００９年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
开展２００９年 “活动月”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活动　在 ２００９年 “活动

月”期间，全省加快推进 “百校千人万企省部企

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组织和动员全国２００多
所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４０００多名科技人员带着
上万名由大学生 （研究生）组成的特派员助理，

直接进驻４０００多家企业，帮助企业推广先进技
术，开展技术创新，辐射带动上万家企业实现转

型升级，增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受到了企

业的热烈欢迎。

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活动

月”期间，在 “两部一省”的合作框架下，广东

省再建立起４个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并举行各联
盟成立大会，同时举办了高峰论坛，营造了良好

的合作创新氛围。这４个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分
别为：软件工业化产学研创新联盟、网络与信息

安全产学研联盟、电动汽车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

和珠三角产业专业联盟。借 “活动月”的开展，

肇庆市推动产学研合作取得新突破，与清华大学

签订了校市 《全面合作协议》；清远市举办了专

业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培训班、省部产学研

科技特派员任前培训班等活动。

４３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　２００９年，
本省筹集招标经费达３４亿元，参照 《规划纲要》

有关要求，选择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

新能源、食品安全、现代服务业、粤港产业技术

平台等对两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

的关键领域进行招标。 “活动月”期间，省科技

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启动项目招标工作。

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专项　 “活动

月”期间，省科技厅联合省直五部门召开了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评审会议。会议对首

批医疗器械、工业装备与自动化系统、新能源与

高效节能、通信产品和软件等５个领域的申报产
品进行了评审，首批认定了１３０多种自主创新产
品，推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取得实质性突破。

优化自主创新的投融资环境　５月１２日，广
东科技金融战略合作暨试点市启动签约仪式在广

州举行。省科技厅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额

度为５０亿元的科技金融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旨在
营造和优化广东省自主创新的投融资环境，改善

和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实现科技、

金融和企业三方共赢。根据协议，双方在重点行

业、重大科技专项、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建设、科

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高新技术企业债券发行

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大型科技下乡活动】　大型科技下乡活动是每
年 “活动月”的 “传统项目”和重点工作之一。

２００９年 “活动月”期间，全省各地同步举行了一

系列科技服务 “三农”活动，内容丰富，效果

显著。

农科、医疗专家团队下乡活动　５月中旬至６
月中旬，省科技厅联合省农科院、中共广东省委

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新闻

出版局、民进广东省委、省科学院、华南农业大

学、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省科技信息中心等单位

先后在阳江市阳春、阳西，肇庆市高要，韶关市

乳源，河源市东源等地开展了６场大型的科技下
乡活动。专家服务队以现场讲解、技术培训、田

间示范等方式，指导广大农民朋友掌握必要的农

业生产知识和适用技术，重点传授水稻、蔬菜等

重要作物的优质高产及无公害栽培、农村禽畜的

病害防治、淡水鱼养殖、作物病虫防治等技术知

识，并向农民朋友现场派发各种科技资料以及种

子、化肥等生产物资。在技术扶持的同时，服务

队还组织临床医务人员进行义诊和接受医学咨询，

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共派出农

业科技专家１００多人次参加大型科技下乡活动，
免费为农民群众发放技术资料和科普资料１８０００
份 （册），赠送或以优惠价格向农民销售水稻、

蔬菜、玉米等种子２０００多公斤，赠送肥料３吨
多、农药２０多箱，受益群众近２万人次。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科技下乡活动　为
纪念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实施五周年，大力

宣传直通车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的成效，“活

动月”期间，省科技厅、省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

实施办组织专家在惠州市、河源市和梅州市举办

了３场科技支农活动，并对一批信息员进行培训。
其中，６月５日，组织了省农科院、省科技信息
中心等单位的专家，联合惠州市科技局和惠州市

农业推广中心与当地相关农业和医疗专家在惠州

市、惠阳区平潭镇举办了 “信息直通千万家、科

技服务新农村”科技下乡活动；６月１６日，在河
源市组织实施的 “全省骨干信息员培训”活动首

期培训班；６月２６日，组织了省农科院兽医所、
省农科院情报所、省科技信息中心、广东省前沿

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联合梅州市科

技局、梅州市畜牧局在梅州市举办了农村信息直

通车工程种子信息员培训班和兽医远程诊疗系统

应用与猪病防治技术培训班，同时还举行了广东

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动物疫病远程诊疗梅州信息

服务平台开通仪式。通过举办系列 “直通车工

程”信息员培训活动，有力地带动了农村信息员

队伍建设。

【公众科普教育活动】　 “活动月”期间，全省

结合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广泛开展防灾减

灾 （抗震减灾）、甲流防控和节能减排等科普活

动，并运用音像播放、图片巡展、学术交流、社

区讲座、情景模拟等各种方式向社会大力宣传，

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省科协、省科学院 （中科

院广州分院）、广东科学中心、广东科技图书馆等

发挥人才、场地、资源等优势，面向公众开展各

类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如，华南植物园在 “活

５３３科协、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宣传工作



动月”期间向社会公众举办有毒植物展，共展出

南方常见有毒植物１５０种，向市民介绍植物名称、
毒性、用途等，让观众正确认识有毒植物，合理

利用有毒植物；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举办了广州首

个公益性大型换书项目——— “南都书屋”；中科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举办了 “走近海洋科学，保护

海洋环境，庆祝建国６０周年”系列科普活动。各
地市也积极开展各种科技、科普活动。如，广州

市 “科技活动周”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城市”为

主题举办了隆重的开幕仪式，开幕当天还举办了

中小学科技成果展览、航模表演、科普大篷车、

卫星接收知识展示等活动；珠海市举办 “国际天

文年·珠海星空夜”天文科普活动以及２００９珠港
澳青年创业大赛等活动；潮州市多个部门联合举

办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知识大型咨
询活动。广东大学生科技节也在全省高校热闹开

锣。华南理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中医药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深圳大学、广州医学院、肇庆学院等院

校通过举办 “科技文化节” “科技知识竞赛”等

科技文化活动，并利用校内宣传栏、有线广播、

宣传标语、网页等宣传平台进行科普宣传，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

【民生科技工程实施】　 “活动月”期间实施了

民生科技工程系列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科技防控系列培训会　５月
１３—２２日，省科技厅发动全省有关专家着重开展
防治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科技服务活动，先后在韶关、
清远、云浮、惠州等市，联合省农科院、华南农

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当地市科技局举办多

场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科技防控系列培训会”。通过
专家讲解猪流感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特征、

猪流感公共卫生意义及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及综合防
控技术等内容，使广大养殖户、各级畜牧兽医工

作人员和群众正确认识 “猪流感”，掌握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和相关的流行性疫病的防控技术，增强
防控意识，树立了战胜各类突发性流行性疫情的

信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推进各市畜牧业

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届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　详见
第１０４页。

资助大学生申报科技创业项目　 ２００９年，在
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的共同努力下，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正式设立。为促进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省创新专项资金２００９年重点
资助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为了更好地做好大学

生科技创业项目的组织推荐申报工作，充分发挥

省创新专项资金的培育引导功能，积极推动高校

毕业生科技创业实践，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创

业就业，加快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省科

技厅于５月１５日召开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大学生创业项目申报会

议，资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团队开展创业。每个

团队最高可获２０万元的无偿资助，并推荐到本省
多个科技园区落户，享受一系列优惠待遇。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陈锡强）

大型科技宣传活动

【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宣传】

全省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发布会

２００９年，本省新颁布出台了 《广东省自主创

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不仅从预算、采购方式等方面对政府采购

的整个过程如何体现促进自主创新做了详细规定，

还对自主创新产品评审优惠做出了以专利奖项和

科技进步奖项为条件的细化规定。对首购和订购、

重大项目的政府采购等具体细节进行了明确，可

操作性极强；同时还对价格扣除等一些关键概念

进行了明确定义，如规定 “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投

标价格按照国家及广东的有关规定在评审时给予

一定幅度的优惠，政府采购合同仍以投标价格为

准”，以上政策规定在全国尚属首例，体现出广东

先试先行的创新意识。

９月８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全省
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发布会，向各大

新闻媒体发布了全省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

的总体情况、进展成效和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发

布会上，《羊城晚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

南方网、《广州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就自主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企业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政

６３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策等问题向联席会成员单位踊跃提问。

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政策巡回宣讲培训

详见第１１８页。

【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宣传】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科技和自主创新工作，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

为本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维持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的主攻方向之一，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一项长期任务。《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

要》）中有关科技和自主创新工作的内容丰富，

目标明确，措施具体，明确了珠三角地区自主创

新的战略定位是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成为

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制定了 《规划纲要》科技与自主创新

专项实施方案，对有关科技工作的各项目标和任

务进行分解，形成八大类别共４３项任务、８０项重
点项目，提出了珠三角九市的自主创新专项任务

及职责，制定了各项工作的考核指标，明确了责

任部门，做到任务逐项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实

施进度清晰可查。

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　２００９年，
省科技厅紧紧围绕 “抓落实”这一主线，加强省部

和省市科技联动，采取有力措施推进 《规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产学研合

作、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应对金融危机、落实

自主创新政策、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等六大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效。

１１月２５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通
报了省科技厅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的主要进展

和成效。发布会上，与会媒体记者就自主创新政

策措施、粤港科技合作、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等问

题踊跃提问。

《规划纲要》科技专题宣讲活动　 《规划纲

要》关于科技和自主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为进

一步宣传好、落实好 《规划纲要》，２００９年，省
科技厅组建了 《规划纲要》专题宣讲团，由厅领

导带队分赴全省各地展开巡回宣讲，重点解读

《规划纲要》的相关内容，并对落实工作的相关

配套政策进行专题辅导。同时，通过网络、电视、

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宣传报道省

科技厅落实工作的主要进展和工作安排，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

【迎国庆科技成果专题宣传】　２００９年９月，为
迎接新中国６０年华诞、纪念广东科技发展峥嵘岁
月，由省科技厅与南方新闻网联合主办，省科技

信息中心配合开发制作的 “御风搏浪立潮头———

广东科技发展６０年”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多
媒体专题网站正式开通，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

科技创新热情，促进了全省自主创新战略的深入

实施。省科技厅与广东科技报社将中央和地方媒

体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广东科技工作的新闻报道 （未含

音频、视频报道）进行筛选摘录和分类整理，合

编成 《雕刻创新时光———媒体笔下的广东科技工

作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画册，让读者可以真切地感
受到广东自主创新的脉动，看到广东科技工作的

发展现状和方向。省科技厅与广东电视台联合拍

摄了 《飞越广东———辉煌６０年 （科技篇）》专题

航拍片，让观众感受到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广东科
技工作发展的辉煌成就。配合中央电视台制作

《创新之路：新中国科技６０年》节目，配合科技
部出版 《中国科技６０周年》一书，生动地展现了
广东科技发展 ６０年的不平凡历程和累累硕果。
２００９年５月，省科技厅牵头组团参加在北京举行
的第１２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集中展
示了本省的重大科技成果。

（广东省科技厅办公室　陈锡强）

７３３科协、科技社团及科技普及、宣传工作





科技兴县 （市）工作

　　广东省科技进步工作成效获得国家的认可。
在２００９年开展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

科技进步考核”中，广东省参加考核的城区通过

率达５７％，两个城区获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称号。

科技进步考核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研究制定了 《２００９年广东
省科技进步考核工作材料审核方案》，从报送材料

格式、三项一票否决指标、其他指标等方面对报

送材料进行审核，确保广东省科技进步考核材料

的高质量、高标准。

在２００９年开展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中，广东省除深圳市及其

所辖６个区按照规定直接报送科技部以外，其余
２０个地级以上市、６８个县 （市）和４７个城区全
部参加了考核，参加率达到１００％。该次共有１１
个地级市、３０个县 （市）、３７个城区达到科技部
通过考核的要求，通过率达到５８％，比上次考核
３７％的通过率提高了２１个百分点。其中，７个地
级市、１０个县 （市）、１２个城区被评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区）”

（见表１１－１－１－１）。广东省科技厅被科技部评
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优秀组织
单位”。

表１１－１－１－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区）名单

序号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区）

１ 广州市

２ 东莞市

３ 佛山市

４ 中山市

５ 珠海市

６ 惠州市

７ 肇庆市

８ 增城市

９ 鹤山市

１０ 阳东县

１１ 四会市

１２ 新兴县

１３ 德庆县

１４ 乐昌市

１５ 东源县

序号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区）

１６ 开平市

１７ 高要市

１８ 广州市萝岗区

１９ 广州市天河区

２０ 广州市越秀区

２１ 广州市荔湾区

２２ 佛山市禅城区

２３ 佛山市南海区

２４ 珠海市香洲区

２５ 汕头市金平区

２６ 汕头市龙湖区

２７ 惠州市惠城区

２８ 江门市蓬江区

２９ 湛江市赤坎区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刘世伟）

１４３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的评选由科技部

组织，每４年开展一次，参与地区必须是连续两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考核先进称号的地区。国家

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是科技部对各市 （县、

区）的科技进步工作授予的最高荣誉。２００９年，
佛山市禅城区和汕头市金平区被评选为国家科技

进步示范县 （市）。

【佛山市禅城区】　２００９年，禅城区被科技部评
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禅城区按照 《禅

城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的部署，

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工作。

优化自主创新软环境　该区从产业规划、土
地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等５个
方面制定了 《关于构建智慧型产业体系　加快转
变经济方式的决定》 《禅城区关于保障都市型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用地的实施办法》 《禅城区关

于引进 “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示范区建设急需

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区

财政在科技、知识产权方面的年度总投入超过

６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年底，禅城区顺利通过省科技
厅组织的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期检查。

为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区政府出

台 《禅城区关于引进 “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示

范区建设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实施办法》。新设

立８０００万人才专项和 １５００万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优先支持引进人才创业，完成２００套专家公
寓建设。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集群　２００９年，该区加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引资力度，重点推进新ＩＴ、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招商，吸引了世纪互联云计算

南中国总部基地、神州数码数字城市 （华南区）

总部基地、北京华芯微特科技公司、大势环保能

源科技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落户禅城。

２００９年５月，禅城区获广东省科技厅批准成
为全省第１批绿色照明示范城市，逐步对公用照
明设施进行ＬＥＤ节能改造，以示范应用带动 ＬＥＤ
产业集群发展。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市蓝箭电子有限公司、欧司朗佛山照明有限公

司等传统照明企业成长为ＬＥＤ领域的骨干企业。
依托高新区，规划总面积约１８０公顷土地打

造华南智慧新城，重点发展以新 ＩＴ、物联网、
ＬＥＤ、智慧型服务等为主体的智慧型产业；依托
专业镇，推进省级民科园二次创业。把位于南庄

镇的核心园区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推进

新能源汽车、ＬＥＤ和生物质能源三大产业园区
建设。

以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充分发挥华南精
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华夏建筑陶瓷研究开发

中心、中科院上硅所佛山陶瓷研发中心等平台的

创新集群作用，由华夏陶瓷研发中心牵头制订的

《佛山市陶瓷产业技术路线图》和华南不锈钢创

新中心牵头的 《不锈钢产业技术路线图》已经完

成，在产业转移以及优化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

培育创新型企业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国星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省 “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

程”示范企业，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司等３
家企业被授予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称号，佛山

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被认定为佛山
市自主创新示范企业，佛山市沃德森板业有限公

司 “生物质循环利用研究院”和佛山市国星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 “国星光电中央研究院”已获省科

技厅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新明珠陶瓷集

团有限公司成为工信部确定的陶瓷行业两化融合

的唯一一家企业；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佛山

市蓝箭电子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被省经信委认定
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４个１００”示范工程企
业；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被认定为市首

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支撑服务单位。

【汕头市金平区】　２００９年，金平区被科技部评
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是广东省非珠三

角地区唯一获此称号的县区。２００９年，全区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达２１８２８亿元，５年内翻了近一番；
工业总产值达 ３７５４３亿元，近 ５年年均增长率
２２％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１２０亿元。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金平区实施各级各类科技项目６０１
项，其中省级以上项目３４０项，有５７项科技成果
通过鉴定；有７个项目列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第１
批重大科技专项”（全市１０个）；获得２００９年度

２４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获
认定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８个；获认
定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３０个；有１００
多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自主研发成果占８０％
以上，有１４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以上水平。

产学研合作　通过不断加强与国内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合作，制订定期联络、互派科技特派员

和联络员协调制度，发展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金平区已与中山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武汉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厦门大学等４０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产学
研合作项目累计达１５０多项，其中３８项获得省部
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１６４０万元，拥有７家 “省部

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全市８家）。
企业自主创新　２００９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约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２８％，是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３倍；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产值增加值的

２３７％；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１２０亿元，占工业
总产值的３２％。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区依托企业
建立省级工程中心 １０家，市级工程中心 ２０家，
分别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５倍和４２５倍。

知识产权工作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区累计
申请专利９６８９件，其中发明专利６５１件，实用新
型专利的申请量、专利申请总量和绝对增长率居

全市之首，累计获国家专利优秀奖３项、省专利
金奖２项、省专利优秀奖 ７项、市专利金奖 １１
项、市专利优秀奖１５项，获奖数量也居全市各区
县之首。全区拥有省、市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１７家，永祥街道、石炮台街道和同益街道分别被
省、市认定为知识产权试点区域，东方中学、长

厦小学和桂花小学等３所学校被列为省、市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有２３个项目被列入省、市专
利计划孵化项目。

２００９年，金平区拨出专款对专利发明人、优
秀品牌、著名品牌、名优产品实施补助或奖励，

积极培植省、市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激发企

业、个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结合 “世界知识产

权日” “科技进步活动月” “科技进企业”等活

动，组织开展 “专利扫盲”“免费专利申请”“中

小学生小发明小创造作品征集评选”等一系列知

识产权宣传工作，并邀请专家到禅城区开设知识

产权专题讲座，面授知识产权制度应用策略等专

业知识，逐步提高企业驾驭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

和技巧，对专利申请空白的企业进行重点帮扶，

协助企业实现专利申请 “零的突破”。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 “天网”“雷雨”知识产权执法专项

行动。

（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刘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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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以下简称

“专业镇”）工作全面推进，专业镇经济、社会和

产业的发展跃上新台阶，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新已成为专业镇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专业

镇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专业镇进一步向 “质”

的方向发展。

专业镇认定与培育

２００９年，全省新认定专业镇 １９个 （见表

１１－２－１－１、图１１－２－１－１），主要分布在东
西北地区，涉及电子信息制造、模具生产、旅游、

建材、水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省专业镇达２９６个 （见表１１－２－１－
２）。广东省专业镇已经形成珠三角、粤东两大发
展区，成为立足广东、辐射华南的产业集群基地，

带动了专业镇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见

图１１－２－１－２、图１１－２－１－３）。

【科技计划项目实施】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共受
理网上申报专业镇科技计划项目１２２个，经专家
评审共安排项目７７个，安排资金２６２０万元，重
点引导专业镇提升产业公共服务能力并实现多样

化，鼓励专业镇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推动专业镇

的产品标准化工作，推进专业镇产业联盟试点

工作。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积极组织国
家重点建设高校与广东１００多个专业镇进行对接，
提升服装、五金、家电、陶瓷、农产品加工、建

材、灯饰、造纸等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如顺德勒

流五金专业镇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合作，大

力推广 “金属无铬钝化清洁生产”等先进生产工

艺和技术，不仅解决了重金属污染的共性技术问

题，还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档次，使陷入困境的

４００多家中小企业普遍受惠。

表１１－２－１－１　新认定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一览表 （２００９）

序号 专业镇名称 特色产业

１ 潮州饶平县新圩镇 水果

２ 河源连平县高莞镇 花生种植及加工

３ 惠州惠阳区镇隆镇 荔枝种植

４ 惠州惠城区沥林镇 运动器材

５ 惠州博罗县罗阳镇 电子信息

６ 江门新会区崖门镇 禽鸟养殖

７ 揭阳经济开发区凤美街道 模具产业

８ 揭阳揭西县京溪园镇 旅游

９ 梅州蕉岭县文福镇 建材

１０ 梅州丰顺县龙岗镇 茶叶种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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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号 专业镇名称 特色产业

１１ 梅州五华县长布镇 果合柿种植加工

１２ 梅州平远县仁居镇 脐橙

１３ 汕头澄海县隆都镇 水果

１４ 韶关始兴县城南镇 蔬菜

１５ 韶关仁化县丹霞街道 旅游

１６ 阳江阳春市双蟯镇 沙姜

１７ 阳江阳春市岗美镇 生猪

１８ 云浮罗定市罗镜镇 农产品种植加工 （梅菜）

１９ 肇庆广宁县南街镇 沙塘桔

图１１－２－１－１　广东省年度新增省级专业镇数量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表１１－２－１－２　广东省专业镇基本情况表 （２００９）

地区
专业镇

（个）

常住人口

（人）

ＧＤＰ
（万元）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出口值

（万美元）

企业

（个）
高新企业

（个）

规模以上企业

（个）

全省合计 ２９６２７９１５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４８４２ ２５８１６９２５０ ７２０８９７３ ３５５２５２ １６０８ ２３４４１

广州市 ４ ５４１７３５ ２９０３６０６ ８５８３３０６ ４０１１７ ７５３２ ６２ １１０６

珠海市 ４ ３３８６４２ １５８３２８０ ７９１７５６３ ７２７９８３ １２１１ ３７ ３７４

汕头市 ２７ ２１８４８６６ ５７３３７１５ １３９６９７５７ １８９２１３ ２４４８０ ３４７ １４７４

佛山市 ３４ ５５３３２９９ ３９７３５２３４ １０１４８５３２１ １６５４６３８ ７７６０７ ４０３ ６８９３

韶关市 １１ ４２４４２２ ３４０８０１ ３２４７５１ １３８６ ５５７３ ３ ７３

河源市 １３ ５１２８９０ １３９６５０８ １１００６３０ ２１７ ２３８２ １ ３７

梅州市 ２１ １２３１２９３ ２２１１４０７ １８１９４５７ ４６７００ １７９１５ １８ ５５７

惠州市 １２ １１２７５３０ ３３０５７４９ ９４１７６２６ ２７１５１９ １１００５ １０３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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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地区
专业镇

（个）

常住人口

（人）

ＧＤＰ
（万元）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出口值

（万美元）

企业

（个）
高新企业

（个）

规模以上企业

（个）

汕尾市 ６ ６６８０２８ １４４５２４６ ２１９３０５０ ８０５２ ３５５６ １６ １２２

东莞市 １３３１４００４１１４５５５５２９ ３０６６０６８８ ２５６７１５８ ３９８８３ １３２ ２９７０

中山市 １４１５０８９７６ ８６１２６９７ ２６３１００１３ ７３９２２０ ３４８６３ ９１ ３７０４

江门市 ２０１９２１４０５ ７５１９２７４ ２０７６９５５８ ５１３０８５ ３７８２４ １５６ ２１９４

阳江市 ８ ５２７４１５ １０６１０３９ ６３５０９７ １０９９７ ６９０９ ７ ３８５

湛江市 １５１０４９７７７ １９３２１２６ １５９８０７６ ３４９４１ １０２１８ ５５ ２５３

茂名市 １６１４９９１４０ ２６７６１５３ １９４５１２３ ２００４９ ２２４０８ １５ ２０３

肇庆市 １８ ９９１１１１ １８６９６８１ ３１４２２０６ ３７７８８ ３６９６ ３５ ３７２

清远市 ９ ７０１１９５ ２６８４４０８ ９３５１２８１ １８５２ ２４７４ １２ ２６６

潮州市 １５１０９７８４０ ３０８２０７３ ５５１４００５ １１７５５２ １３７２１ ６３ ６６０

揭阳市 １６１７１９１４５ ５４８５４３４ ７９８１２６２ １１６７００ １８７９０ ２７ ８５２

云浮市 ２０１１９６２８０ ２１４０８８２ ３４５０４８０ １０９８０６ １３２０５ ２５ ２５２

图１１－２－１－２　广东省专业镇经济对全省和各地市经济贡献率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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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１－３　广东省专业镇平均ＧＤＰ和平均工业总产值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钟自然）

专业镇创新计划

着眼于提升现有专业镇的技术创新水平，推

动传统产业升级和集群发展，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
业镇在工作思路上实现了 “从量到质” “从点到

群”“从生产型向创新型”的转变，具体策划实

施了专业镇产业联盟计划、专业镇创新支撑计划、

专业镇企业创新计划和专业镇知识产权行动。

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作为专业镇创新的核
心———专业镇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数已上升至１９６
个，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院、华夏建筑陶瓷研

究开发中心、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枫溪陶瓷工

业研究所等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已逐渐成长为

立足专业镇、服务大产业的新型创新基地。

【专业镇产业联盟计划】　专业镇产业联盟计划
项目旨在通过项目带动，以跨专业镇行政范围的

政府合作、平台共建、协会协作、企业落实等灵

活方式互动，促进跨专业镇的政府、企业、协会、

学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以

突破专业镇自身资源与能力局限，更好地服务于

专业镇企业的技术创新。

２００９年，专业镇产业联盟计划在电子信息、
纺织服装、家电、小五金、陶瓷等行业优先组织

开展。项目由 “专业镇公共技术联盟建设”和

“专业镇产业协作联盟建设”两个子课题组成，

前者旨在开展行业共性或关键技术的联合开发、

应用推广工作，提供涵盖同一产业不同专业镇中

小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中介服务等，

以提升专业镇的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能力与水

平；后者针对产业链处于上下游或有密切联系的

专业镇，灵活选定依托机构，突破镇的行政区域

限制，开展产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创新、生产流

程协调、产业配套协助等工作，从而提升整个产

业链的创新能力、配套能力、协调能力和应变

能力。

２００９年，产业联盟计划共发布项目４项，使
用省级经费超过１００万元，带动市县、乡镇和企
业配套资金投入超过３００万元。其中，陈村花卉
专业镇联合了佛山市盆景协会、广东维生温室科

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粤台农业有限公司、佛山市

高明农业园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产业联盟项目

实施，加速了出口花卉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特色

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增强了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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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镇创新支撑计划】　专业镇创新支撑计划
的总目标是在专业镇建设和完善镇域创新体系，

改变以往单一的以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的技术创

新支撑模式，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服务，

以科技创新支撑专业镇经济社会与特色产业的发

展，从而大大提高专业镇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

促进专业镇的产业升级，提升专业镇的发展质量。

该计划包括了 “专业镇环境友好与企业社会

责任示范” “专业镇平台多元化技术创新示范”

和 “专业镇农产品标准化示范”３个课题，旨在
引导专业镇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引导专业镇强化

科技支撑能力，以及引导农业专业镇增强特色产

业发展质量。２００９年，该计划共支持项目６０项，
绝大多数为平台项目和专业镇的标准化项目，反

映了本省专业镇注重基础科技支撑能力建设的

特点。

【专业镇企业创新计划】　专业镇企业创新计划
项目旨在通过项目带动，以政府主导、平台促进、

协会推动、企业落实等灵活方式，促进带动专业

镇内企业在各个产业环节与相关方面挖掘创新潜

力，以提升产业的获利能力与长久竞争力。

项目分为 “专业镇市场创新课题” “专业镇

管理创新课题” “专业镇品牌创新课题”和 “生

产性服务产业课题”，分别对专业镇产业与企业的

４个升级方向进行引导，即专业化市场、管理、
品牌和科技服务。２００９年，该计划共部署了５个
项目，支撑经费超过１００万元。其中，狮岭皮具
专业镇等单位通过项目组织，在品牌管理、市场

营销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提高了专业镇的市场

占有率，扩大了国内外品牌的影响力，有效地带

动了专业镇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

【专业镇知识产权行动】　知识产权行动项目为
省科技厅与省知识产权局联合执行项目，总目标

是以专业镇促进知识产权行动、企业知识产权战

略的应用和知识产权联盟的建立为主要抓手，通

过省科技厅与知识产权局联动、镇企联动和产学

研联动的模式，改善专业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

保护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知识产

权战略的认知和应用水平，推动企业与知识产权

联盟积极参与国家乃至国际标准战略的制定，从

而使专业镇占领创新高地，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项目任务为通过审批认定一批知识产权行动

示范镇，使专业镇试点企业知识产权 （专利和品

牌）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显著增强；

专业镇对知识产权创造的支撑条件进一步强化，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执

法水平显著提高，在全省专业镇中形成知识产权

创造和应用的高地。

２００９年，该项目共支撑了５个镇开展知识产
权示范，除南海西樵镇之外，其余４个镇分布于
两翼、山区和珠三角外围地区。知识产权行动有

计划地向两翼山区等专业镇欠发达地区倾斜，提

升了专业镇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业镇建设理念，

有效引导这些地区的专业镇发展和特色产业转型

升级。

表１１－２－２－１　广东省专业镇科技创新情况 （２００９）

地区

全镇科技

投入

（万元）

政府科技

投入

（万元）

镇政府

科技投入

（万元）

研究与

发展人员

（人年）

科技服务

机构

（个）

创新平台

（个）

全镇专利

申请量

（项）

全镇专利

授权量

（项）

全省合计 １０９６６８１ １５２７７８ １０１８６３ ６５８５８ １２２９ １９６ ３９３２５ ２６２８３

广州市 ２１４１０ ２５０１ ２０９２ ９８３ １３ ４ １５８ １０

珠海市 ３２８００ ５６５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１７ ４５ ２ １１１ ８４

汕头市 ４８４４６ ５０２６ ２０５３ ３１２２ ６６ ２０ ４１７４ ３０４７

佛山市 ３５０１５９ ２５７８０ １７２７０ ２２０９６ １５８ ２７ １１２０５ ９２５１

韶关市 １７００ ９６２ ４９６ １３８ ３８ ８ ９ ４

８４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续上表）

地区

全镇科技

投入

（万元）

政府科技

投入

（万元）

镇政府

科技投入

（万元）

研究与

发展人员

（人年）

科技服务

机构

（个）

创新平台

（个）

全镇专利

申请量

（项）

全镇专利

授权量

（项）

河源市 １２９１ ９２０ ２６１ ８４ ２２ ５ ４７ ２

梅州市 ３３２１７ １７０６５ ７８２５ １９４８ ５８ １７ ３３９ １８０

惠州市 １８０５６ ２４５１ ９８９ １９４４ ２２ ４ ２６０ １８１

汕尾市 ３５９２ １１５５ ３８６ １３０８ ９ ３ ６６ ３３

东莞市 １０６３０５ ４３８９７ ３４７２５ １０７０７ ４７ １２ ９１８３ ５９２４

中山市 ２０５４７８ １７９２６ １２７６６ ５０７０ １００ １２ ６０９６ ３３２６

江门市 ９１８１９ ７７６４ ６１９４ ５１０４ ４２ １３ ３８７６ ２２９０

阳江市 １５２８ ７１０ ４０６ ３９５ １６ ２ ７７ ０

湛江市 ２２１０１ ２６１５ １５７１ ２４１８ １２１ ５ ２６２ １５８

茂名市 ７９５６ １９９１ １２９７ １８３７ ４９ １２ ５８ ６

肇庆市 ５６１３ １８４０ １０２５ ７２５ ２６６ １４ ６５６ ６

清远市 ９８４６ ７９５ ６０５ ５２７ ３２ ７ １０５ ７

潮州市 ８５６３２ ４５３６ ３３７２ １８６９ ３３ １２ １４０８ １０５８

揭阳市 ２１６４７ ６４５２ １７７８ ３４５９ ４７ ９ １１１４ ６２０

云浮市 ２８０８５ ２７４２ １６５２ １１０７ ４５ ８ １２１ ９６

图１１－２－２－１　广东省专业镇公共创新平台数量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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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２－２　广东省专业镇著名驰名商标数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图１１－２－２－３　广东省专业镇专利申请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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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镇培训与研究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的新挑战、新需求，在组织实施技术攻关等 “硬

项目”的基础上，广东省加大管理培训力度，增

强地方政府指导、服务专业镇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２００９年，全省共组织专业镇及各市、县 （区）科

技局的管理干部５０名，分两期赴香港开展省级专
业镇技术创新服务培训，深入学习香港生产力促

进局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先进经验。

同时，为进一步引导专业镇应对后金融危机

影响，推进专业镇的升级转型，由省科技厅主办，

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广州富洋展览有限公司承

办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业镇科技创新论坛，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地市 （区）科技局、专业镇、创

新中心、企业的代表共２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活动。
论坛以 “金融海啸对专业镇的影响及应对措

施”为主题，以 “增强专业镇核心企业竞争力，

从容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深入分析国内外金

融危机形势，解读相关政策，探讨应对措施，破

解当前危机，谋划专业镇可持续发展，有效地提

升了专业镇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积极应对危

机的信心和决心。

（广东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　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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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示范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继续推进科技示范区 （试

点）工作，以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

指导思想，通过示范带动，全面、稳步推进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２００９年，全省新认定省级城镇化
技术集成应用试点镇１０个，启动建设２个现代农
业科技强县、１８个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
科技示范点，有５个项目获得国家富民强县专项
立项资助。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新增了清远市清新县、云浮
市新兴县与河源市连平县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本省的省级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达到２９个，在数量上位居全国首位。４月，
科技部正式批准江门市新会区和梅州市丰顺县为

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使本省国家级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数量累计达５个。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组织了３个省级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申报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１２月，
云浮市云安县通过了科技部专家的实地考察；国

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广州市天河区通过科技部

考察验收，筹备申报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梅州市丰顺县】　该县被批准为国家级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具有突破性和示范性意义，充分显示

了欠发达地区不但可以开展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

设，而且可以做好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品牌工

作，这对探索本省欠发达地区在 “双转移”工作

中如何实现经济与环保 “双赢”目标具有示范性

意义。

２００９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４８４亿元，比增

８８％；工业总产值５０２５亿元，比增１２１％；农
业总产值２１８９亿元，比增５９％；县级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１９４亿元，比增１０５４％；外贸出口总
额达２１４亿美元，比增１２％。民营经济逆势发
展，全县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达４６３４亿元，比
增９６６％，其中，电声产业总产值 １９１７亿元，
木具产业总产值３２８亿元。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９０％以上。全年新开发就业岗
位３４５５多个，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８５１１人，劳
务输出１８９２１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９％。全
县征缴各项社会保险费２４２亿元，比增３１０２％，
各类社会保险扩面８３７４人。

社会事业　２００９年，该县全面完成了上级下
达的人口计划责任制各项指标，计划生育率达到

９３４９％，自然增长率 ６７９‰，被省计生委授予
“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提高到８２４％。县中医院脑病科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确定为国家第２批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
利建设项目。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２００９年，全县专利
申请量为２０件，授权量为１５件，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达到５亿多元。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电声、
青蒿、油茶、茶叶、陶瓷等产业界与华南理工大

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昌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等８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农科院、广东省微生物
研究所等１３所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有
省部科技特派员６人。全年实施科研合作项目１２
个，成果转化项目３个，产学研合作新增产值２
亿元以上。如电声产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强技

术工艺创新，提升管理水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仍逆势增长，电声产业总产值达到 １９１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８％，电声产业被批准为梅州市首

２５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个广东省产业集群示范区和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

产业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良好，新组建

了广东省 （青蒿）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青蒿

素的研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县省级工程中心或农业创新中心达到５家。科
技信息工程扎实推进，建设了丰顺县电声商务网，

实现网上招商、产品推介、信息交流等。建设了

农村信息直通车试点５个，有效促进农业科技信
息、产品信息的交流，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

高考、中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东海教育区

建设扎实推进。县职业技术学校设立省粤东高级

技工学校丰顺分校，与培英电声公司合作办学。

潮客文化、宗教文化和老区文化的挖掘宣传

不断深入。 “绩苴歌”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建桥镇建桥围被评为第２批 “广东

省古村落”。完成汤坑镇黎峰村、汤西镇和安村

“农村书屋”示范村建设。

资源与环境建设　投入资金修编了 《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全面加强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

构建了资源保护与保障发展的科学平衡机制。

全面实施 “绿满丰顺、创建林业生态县”战

略，２００９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６５８％，水环境
质量和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继续保持稳定，全县

有省级生态示范村１个，市级生态示范村 ７个，
广东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１家，梅州市 “绿满梅

州”绿化达标企业 ４家，广东省绿色学校 １家。
对进入园区和新引进项目全面实施 “环境影响评

价”和 “三同时”制度，环保审批工作走上制

度化。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与示范推广地热、沼气等

清洁能源。发挥温泉等生态资源优势，进行科学

挖掘、整合和利用，发展山水自然资源旅游，进

一步加快对丰顺森林公园、韩山生态公园的建设，

加大力度打造八乡山大峡谷生态游、乡村旅游等

新景点。

特色示范项目实施　２００９年７月，丰顺县金
河湾花苑污水处理厂建成并投入使用，日处理污

水达２万吨，有效治理丰顺县城水环境污染，减
轻榕江北河水污染，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生活环境。

韩江东山水利枢纽工程已投入资金８６亿元，完
成了总工程的９５％，已下闸蓄水试运行发电。

电声制造新技术集成推广项目执行情况良好。

２００９年，该县邀请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南
昌大学等高校专家１５人次开展电声科技服务、成
果转化，组织实施科技项目３项。

【江门市新会区】　２００９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约３５２亿元，增长约１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达９４５亿元，增长约１３％。

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工业结构，促进主导产
业做大做强。完成产业发展规划 （初稿）、物流、

船舶等专项规划和纸业基地、崖门电镀基地、崖

门口沿岸重化产业带等园区规划。六大产业稳步

发展，占全区比重提高到９１７１％。造船业产能扩
大，产值达 ２６１５亿元，增长 ４７３４％；创税收
３７７５万元，增长１３８％。拆船业逆势发展，拆解
量达１５８万轻吨，创税收 （含关税）３８亿元。
纸业基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２０９亿元，增长
３０８２％；创税收９６８５万元，增长９２７８％。

力促临港物流项目建设，机电五金城一期投

入运营。 “江会路商贸走廊”的汽车、摩托车、

水果、厨具市场交易额达３１亿元，增长５５％。
销售汽车５２００多辆，总额５亿元，增长８％；新
增汽车４Ｓ店２家。水果市场建成１５００吨级冷库，
销售额 ２２６亿元。开展产品下乡、以旧换新活
动，销售额达１２９亿元，兑现补贴 １１００万元。
做大做强 “圭峰庙会”“小鸟天堂水上婚礼”“国

母诞”等品牌，接待游客 ５５０万人次，增长
１５％；旅游收入２７亿元，增长１５１％。住宿和餐
饮营业额达１６１７亿元，增长１５９４％。

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持续发展后劲。完成

第２次全国土地调查，向上争取土地指标８９１３
公顷，整合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１８３５公顷，开
发山坡地园地补充耕地４９５６７公顷。落实工程及
结构减排，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分别减排８０８
吨和４３００吨。清理关闭实心粘土砖厂７５家、小
轧钢厂２０家、小火电机组４台。双水污水处理厂
试运行，司前、古井污水处理厂完成土建工程，

今古洲北部污水处理厂立项，其余各镇污水处理

厂开展前期工作。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清洁生产。按照 “减量

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鼓励企业从产品原

料、加工及废料等方面实现综合利用，不少企业

主动参与到发展循环经济行列。该区已形成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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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一条是双水拆船厂的循

环经济链，并逐渐形成造船—修船—拆船—扎钢

以及船务配套一条龙的船舶产业链；另一条是银

洲湖纸业基地的能源系统循环经济产业链，基地

内每造一吨纸的水、电、汽消耗都大幅度降低。

构建 “科技新会”，自主创新卓有成效。该

区贯彻实施 《关于加强自主创新构建科技新会的

决定》等措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确保科技投

入增长与财政经常性增长协调同步。２００９年，新
会区本级科技三项经费按财政收入的２５％以上
来安排，达３０００多万元。另外，还安排专项资金
２００多万元，用于扶持企业自主创新。２００９年，
全区投入技改资金１１亿元，增长１０％。建立华农
新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新增技术研发中心３家、
博士后科研基地２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６家、
省市民营科技企业 ５家。专利申请量达 ７６０件，
增长２４９％，每十万人拥有专利授权量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企业标准化有新突破，新农公司被批

准成立全国手扶拖拉机标准化专业分会秘书处，

建立卫生香、虫草子实体产业标准联盟。新增中

国驰名商标１件、省著名商标３件。
城乡协调发展　加强城乡规划，与广东省城

乡规划设计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邀请上海规

划设计院开展南新区概念设计和控规。完成区域

绿地规划、６个片区控规和银湖湾总体规划环评。
开展珠三角和市区一体化路网对接及交通体系改

造研究，编制完成中开高速及新会支线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城乡建设有效推进。重点公建项目动工在建

率达４１％，投资５４亿元，其中水利投入２５亿
元、交通２３亿元、市政６０００万元。争取国家拉
动内需项目 １０个，获国家补助资金 １１６亿元。
新增园林绿地面积 ５３９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４０１２％，人均公共绿地９３５平方米，达到国家
园林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标准。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业总产值达４５６２亿
元，增长３７４％；海洋总产值达 ４０亿元，增长
１４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５４００公顷。落实各
项惠农政策，拨付补贴２９３３万元，受益农民２６
万多户次。崖门成为省禽鸟养殖技术创新专业镇。

水产无公害养殖基地发展到４８个，面积达４０００
多公顷。新增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２个，新发展专

业合作社３家、连锁龙头企业１家、农资配送中
心２家。所有村 （居）开通 “农村信息直通车”，

成为全省首个村 （居）计算机网络和农村信息直

通车全覆盖县级单位。

农村环境有效改善。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

８００多万元，完成４１条村共８０个建设项目，带动
投资５４００万元。基本解决老区饮水难和行路难。
投入资金 １０５２万元，加快推进 “五改”工程。

建成奇榜新村一期１３１幢村民住宅。开展生态文
明万村绿行动，基本实现镇级垃圾统一运输处理。

投入资金２４６０万元，建设农村硬底化公路３７公
里、农村候车亭９６个。

社会事业发展　文化名城建设步伐加快。成
功举办第６届葵乡文化艺术节。完成第３次全国
文物普查野外调查阶段任务，录入文物 ４３０处。
投入资金７６８万元，完成张将军家庙、新会学宫、
明代石戏台修葺工程，开工建设林缉光艺术博物

馆。新增９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葵树
被评为市树。编写 《新会名人辞典》。开通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网站。

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

务教育，全年免收书杂费５９５２万元。安排 “教

育创强”资金９１８万元，新会四中、大泽初中新
校区动工， “大泽”通过省教育强镇督导验收，

“新会侨中”通过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终期督

导验收。高考上线人数连续２２年居全市首位。实
施教师待遇 “两相当”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

工资，理顺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

民生工程惠及市民。投入民生资金 ８４９亿
元，增长１７１８％。顺利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完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提高企业离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４７６２万人，参合率达９９９７％，全面实施特种
病门诊报销和住院即时补偿，住院报销上限提高

至５万元。推进 “千企扶千村”和 “双转移”就

业工程，免费培训农村劳动力７８９０人，培训后就
业率８６％。新增就业岗位９２１８个，城镇登记失
业率２４２％。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１３９３人，
低保救济１３万人，医疗救助标准提高至３万元，
改建农村危房、泥砖房８３间。城镇职工年人均工
资２２９万元，增长１０％；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８７３４元，增长１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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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人民医院综合住院大楼动工兴建。实施

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改革，积极防控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妥善处置突发卫生事件。成功创建全国计

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计生率９５８７％，人口出
生率１００２‰，自然增长率４４１‰。创建 “六好”

平安和谐社区２８个，会城街道、北门社区分别成
为全国示范街道和示范社区。残疾人和６５岁以上
老年人实现免费乘坐公交车。应急救援体系逐步

健全，开展应急演练８００多场次。全部镇 （街）

建成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信访总量及越级上访量

继续下降。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无重特大安全事

故发生。治安形势总体趋好，刑事立案率下

降２２％。

【清远市清新县】　２００９年，全县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全年完成生产总

值１３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４％ （按可比价计

算，下同），提前一年完成 “十一五”增长目标，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１７７亿元，增长８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８５４亿元，增长２２７％；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３５７亿元，增长２０６％。完成财政
总收入１５７亿元，增长２８９％，其中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突破 ５亿元，达到 ５８亿元，增长
３６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６亿元，增长
３８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３亿元，增长
２３６％；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８９６元，增长１２１％。
投入６０００万元，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完成了自然
村公路硬底化改造２６０公里。启动 “建设林业生

态文明万村绿大行动”，建成生态文明万村绿示范

村２０条。“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稳步推进，
全年有４７２户２０２９人实现脱贫，浸潭桃源、石潭
白湾两条移民新村建设进展顺利。城乡清洁工程

深入开展，城镇 “六乱”现象和镇村环境卫生得

到有力整治，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经济结构优化提升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
第三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新成

效，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由上年的１４５∶６０∶２５５
调整为１２８∶６１５∶２５７。

工业方面，清新县全年共有海螺水泥、先导

三期、富元服饰、广健鞋业等３１个工业项目建成
投 （试）产，工业规模和效益取得新的突破。工

业总产值突破４００亿元，达到４０９２亿元，增长

３３％。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 ５６３％，拉动
ＧＤＰ增长１２７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６２３％，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发展到１６１家，完成工业产值３９７７２亿元，增
长 ３９９％；工 业 增 加 值 ９２８４亿 元，增 长
３４７％。骨干企业培育成效显著，产值超亿元企
业发展到６０家。云龙工业园快速推进，累计引进
项目 ５８个，合同投资金额 １８４６亿元，英超陶
瓷、强标陶瓷、宝仕马陶瓷等５个项目建成试产。
佛山禅城 （清新）产业转移工业园获批为省级产

业转移工业园。

农业方面，该县扎实做好抗旱工作，战胜秋

冬连旱，农业生产再夺丰收。全年实现农业总产

值２８８８亿元，增长１１４％。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２８２万公顷，总产１３４１万吨，增长９％。清远
（清新）现代农业示范区四大功能区和滨江地区

五大特色产业带建设扎实推进。新培育县级农业

龙头企业１０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４家。农业产
业化加快推进，全县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

展到１２９６个，辐射带动农户达到４９万户，户均
增收４２００多元。农业品牌创建取得新成效，新增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５个、绿色食品１个、农
产品出口基地１个。创建 “全国水稻育插秧机械

化技术示范县”初见成效。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建设与示范县”和 “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县”项目进展顺利。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项目９
项，市级科技项目３项。全县累计造林２９３３３公
顷，超额完成造林任务。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发

放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

机补贴以及农村沼气补助共３１３０万元。
第三产业方面，清泉湾旅游度假区、田园牧

歌扩建等旅游项目投入营业。全年共接待游客

４６３万人次，推算旅游收入１６８亿元，分别增长
１８％和８％。全年开工房地产项目１０３个，新批准
商品房预售项目７０个，累计销售商品房面积９０３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２４８亿元，分别增长２９倍
和３７倍。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扩
内需政策落实到位，补贴资金４４０万元。全年农
村消费１８４亿元，增长１６７％。个体私营经济蓬
勃发展，全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３４１４户，新登记
设立私营企业 ３１７户。专业市场建设初见成效，
滨矿·金五菱国际建材广场竣工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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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实施　清新县 “十个一批”重点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５２个基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１３２３亿元。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公
路建设、山塘内坑清淤等１２个项目已建成投入使
用，清西大道扩建、１１０千伏回澜至禾云输电线
路、第二水厂等３０个项目已正式动工。坚持招商
选资，不断提高引资质量，成功举办 “清新台商

投资推介会”和 “温州招商推介会”。２００９年，
全县共引进外来投资项目６６个，合同投资金额
１５１７亿元，其中合同投资亿元以上项目３６个，
合同投资金额 １４０８亿元，占引资总金额的
９２８％。新签外资合同１０宗，合同利用外资６４５０
万美元，增长９４６％，实际利用外资１４亿美元，
增长２３５％。

社会事业发展　该县全年用于民生领域的财
政支出达７１３亿元，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
５９８％。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突出表现为 “六个

上新台阶”：

一是教育事业上新台阶。县一中、二中、三

中教学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普高”步伐明显

加快。县职校创 “国重”工作通过省评估验收。

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考核获

优秀等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两相当”工作

正式启动，教师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

二是劳动力转移上新台阶。培训农村劳动力

６０３１人，实现转移就业３００６８人次，均完成市下
达的目标任务。

三是社会保障上新台阶。养老、失业、工

伤、生育、医疗五大社会保险扩面扎实开展，全

面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

以及集中供养五保户生活费标准每月分别提高了

４０元、２０元和１００元。低保户、五保户新农合
参保费用全部由县财政解决。廉租房建设稳步推

进，８户城乡住房困难户入住新房。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工作成效显著，去年累计补偿参合人员

１８９万人次 （含门诊报销人数），补偿金额

７４８８万元。
四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上新台阶。文化体育

设施不断配套完善，城乡群众文化娱乐日益丰富。

广播电视 “村村通”扎实推进，有线电视行政村

覆盖率不断提高。第３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
开展，政江塔维修基本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

查工作基本完成，山塘腊味制作工艺、八音锣鼓

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建 “全国白内障

无障碍县”以优秀档次通过了国家评审验收。镇

级卫生院改造稳步推进，太平卫生院改造基本完

成，三坑、龙颈、浸潭等三镇卫生院改造进展顺

利。在市第４届运动会上清新代表团取得奖牌总
数和总分第２名的好成绩。

五是节能减排和环保工作上新台阶。节能示

范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清新水泥２条低温余热生
产线同步投入发电，节约用电３０％以上。完成了
环城路等９条主干道路的路灯节能工程改造。污
染减排全面落实，按时关闭了祥利造纸厂、民政

造纸厂、太平镇穗达造纸厂和石马洗纱厂脱浆生

产线。扎实开展滨江河流域综合治理，确保饮用

水源安全。禾云、太平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

设以及县城污水管网建设进展顺利。

六是维稳工作上新台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防控体系逐步健全，应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食

品药品质量监管得到巩固，重大疫病有效防控，

防汛和森林防火工作扎实有效，安全生产稳定好

转，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云浮市新兴县】　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据
初步统计，２００９年，全县完成地方生产总值
１０３１３亿元，增长 １３５％，继续位居全市第 １。
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５８１９亿元，增长７５８％。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６５７５元，增长１１８％。全
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１０６２亿元，增长 ２３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２７７６亿元，增长 ２１５％。
全县旅游接待人数２５９２万人次，社会旅游收入
１７５亿元，分别增长１５１％和１４６％，社会旅游
总收入１５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２％。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３４５亿元，增长３８８％。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２７８亿元，增长２０８％。２００９年，
新兴县在全省６７个县市区中，县域经济发展实力
排名位居第１３位，位居全省５３个山区县的第１
位。２００９年，外贸出口完成２８７亿美元，实际利
用外资１３６１万美元，增长１２８５％，新引进项目
９９个，计划总投资２２７７亿元，完成投资９１２亿
元。其中，投资额达千万元以上的项目有４４个，
全年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在建项目８０个，计划投资
总额９８１９亿元，已完成投资３４５４亿元。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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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实现明显改善。省道、县道、乡道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全县交通路网日益完善。财政税收实

现上新台阶。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４５５亿
元，增长２２％，总量和增速居全市第１。非税收
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的比重为３４６８％。财政
综合增长率１９８３％，在全省６７个考核县 （市）

中排第１３位。
循环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发

展农村沼气，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提高农户养殖禽畜的积极性。大力发展

绿色农业，采取 “公司 ＋农户” “农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农户”的运作模式，完善生产的技术
操作规程及相应质量标准，引导农民增加使用有

机肥料，实行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农药的

使用量，进一步推广和发展有机水果。

大力发展循环型生态工业，对现有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强制审核工作，推

广清洁生产技术和产品，重点抓好规模以上企业

的清洁生产工作，培植更多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支持不锈钢制品、水泥、造纸等高耗能、高耗水

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坚决执行环保审核，积极引

导和鼓励企业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降低

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鼓励发展园区集中供能

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处置系统，逐步建立起企业间、

产业间物资能源互换或转换的供求机制和体系，

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建设生态城市，引导绿色消费，提高市民的

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鼓励开展节能、节水、

节材、节粮等消费活动，加强城市环境设施建设，

提高污水处理量。

社会事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县新增就业岗
位７０００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２６１％以
内，就业再就业工作卓有成效。农村合作医疗继

续实现基本全覆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完成预期

目标，扎实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人民群众得

到更多实惠。高考再获好成绩，考上本科线人数

达８７８人，上线率为 ２７５％，教育水平不断
提高。

特色示范项目实施　该县涉及经济、民生、
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的９个示范项目均按计划
顺利实施，个别项目还提前完成任务，并投入使

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新成工业园首期１５５２公顷土地全部完成平
整工作并可全部交付使用，规划的３条主干道、３
条支线道路全面实现硬度化。排水、排污、排洪、

灌溉、综合管线沟等已投入使用，供水、供电、

通视、通讯可满足入园企业需要，园区投资环境

得到全面优化。完成了二期 ９４４公顷市政、道
路、土方的设计、立项，并进行了工程招投标前

期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被批准入园的项目２７
个，计划总投资 １１０３亿元，已投产项目 ４个，
总投资１６７亿元；在建项目１０个，计划总投资４
亿元，在建项目全部达产后可新增工业产值７９
亿元，实现利税０７亿元。

六祖故里旅游度假区委托中国社科院文化研

究中心以及广州规划设计院担纲设计，对景区及

整个新兴旅游进行规划。该县２００８年引进了凤
铝集团，投资６亿元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禅泉酒
店２００９年已经正式动工。此外，国际会议中心、
露天温泉的水上娱乐城、禅学院等也计划陆续

建成。

打造全国畜牧业示范中心，建设世界级畜牧

业 “航母”。２００９年，温氏集团上市肉鸡７６亿
只、肉猪３５０万头，销售总收入可达 １９５亿元，
带动合作养殖农户４万多户。该县以打造全国畜
牧业中心为目标，以温氏、马林、东宝等农业龙

头企业为依托，培养壮大畜牧养殖、凉果加工、

农业品加工等产业，突出扶持发展天堂蔬菜基地、

天露山茶业生产基地、象窝茶业基地等特色农产

品基地建设，一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

新兴县不锈钢制品产业创业园首期占地约

１６７公顷，已经确定进园企业９家，计划总投资
约９０６０万元，计划总产值约１８亿元。不锈钢制
品创新中心、不锈钢制品检验中心正在建设中。

２００９年，该县不锈钢餐厨具出口值达２２５亿美
元，不锈钢制品出口降幅比上半年收窄近１０％。

新兴县采用 “启动民资，经营城市”的城镇

化建设思路，涌现出广东翔顺集团有限公司、新

兴县恒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兴县祥利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兴县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等一大批建筑业龙头企业，推动房地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２００９年，该县房地产行业总投资７３５
亿元，施工面积７２６８万平方米，比２００８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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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５８％；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７万平方米，比
２００８年同期增加１０８％。

【河源市连平县】　２００９年，该县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７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６％；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２８４亿元，同比增长 ４１％；
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２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实现国民生产总值４２６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３％。

社会事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该县投入８０００万
元实施连平中学扩建工程，增加高中优质学位

４１５个。新增低保对象３０２１人，全县纳入低保范
畴的人数达 ３６０３９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８２８
名企业离退休职工纳入医保。８宗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１０００户农房改造工程以及１２套廉租房建
设加快推进。全县用于科技教育、环境保护、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农林水事务等公共事业的支

出增长达 ２２４％，增长总量占总支出增量的
６７９％。此外，连平县深入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综合治理行动，严厉打击 “涉枪、涉抢、涉恶、

涉暴”各项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安全、稳定、和

谐的发展环境。

生态经济建设　该县生态发展思路进一步明
确，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 “建设生态县、发

展生态经济”的决定，明确了 “生态强县、绿色

兴县、旅游旺县”的发展思路，提出了 “推动科

学发展，实现生态崛起，建设文明富裕绿色新连

平”的目标任务。全县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呈

现出四大特点：以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基础，

向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迈进；以保护山地资

源为重点的生态林业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其

他领域生态创建；以发展生态经济为助力，进一

步夯实生态基础工程；以 “万绿之源、生态连

平”为响亮名片，构筑粤北生态屏障，推动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全民生态保护意

识进一步增强。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县已获得命
名的省级生态示范村４个，市级生态示范村４个，
省级生态园１个，省级绿色学校４所，市级绿色
学校１２所，兴办高标准生态示范点２１个。生态
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利用，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７４５％，有省级自然保护区１个，县级自然保护

区３个，森林公园２个，保护区总面积达２１２万
公顷；建成生态公益林面积５５３万公顷，城镇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８２７平方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４６１％。境内河流水质全部保持在国家Ⅱ类水
标准以上；辖区内空气质量大部分保持在国家一

级标准以上；饮用水源水质普遍保持在国家Ⅰ类
标准以上。城镇 “三废”处理率、工业污水处理

率均达到国家规定要求。近年来，该县共拒绝２７
个投资总额达７１１亿元、不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
定位的项目落户本县。县城连续１２年被授予 “广

东省卫生镇”称号，先后被评为 “广东省文明县

城”和 “全国文明县城”。

环境支撑能力明显增强。该县大力推进以

“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为主要内容的 “治

污保洁”民心工程建设，实施生态城乡建设工程

３１宗，完成投资额２７７亿元，建成包括县城污水
处理厂、生活垃圾填埋场和忠信、三角污水处理

厂在内的一大批重点环保项目。

农村生态保护得到加强。积极开展生态公益

林保护、畜禽污染整治，大力实施农村清洁工程、

农房改造、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和农村沼气工程等

建设，农村环境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启动林业

生态文明 “村村绿”行动，全县已建成２９个林业
生态文明示范村。积极推广使用沼气技术，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县已建成沼池１１５０多座 （户），

共９６００立方米。引导农户应用 “猪—沼—稻

（菜、果、鱼）”种养结合的经营模式，开展生态

环保型高效、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着力打造

“上坪蜜桃”“九连山精米” “忠信花生” “河源

火蒜”“连溪绿茶”“河角坪蔬菜”等一系列农业

生态品牌。

生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充分利用 “蓝天、

绿地、青山、碧水”的环境优势，着力打造 “万

绿之源·生态连平”品牌，先后开发了２０处自然
景观优美、民俗风情浓郁、文化底蕴厚重的旅游

景点。２００９年，全县景点接待游客首次突破７０万
大关，实现旅游总收入近３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２７４％和３４４％。近年来，全县生态产业累计创
造经济效益超过３０亿元。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陶练敏　彭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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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继续推进城镇化技术集成

应用试点工作，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年

批准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镇１０个，支持引
导经费１９５万元 （见表１１－３－２－１）。

表１１－３－２－１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项目 （２００９）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属地市

１ 上莞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东源县上莞镇人民政府 河源

２ 义合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东源县义合镇人民政府 河源

３ 城北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梅江区城北镇人民政府 梅州

４ 东海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陆丰市东海镇人民政府 汕尾

５ 港口镇城镇化集成技术应用试点 港口镇人民政府 中山

６ 池洞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信宜市池洞镇人民政府 茂名

７ 东城街道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四会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肇庆

８ 黄冈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黄冈镇人民政府 潮州

９ 天堂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新兴县天堂镇人民政府 云浮

１０ 罗城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罗定市罗城镇人民政府 云浮

【港口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港口镇位
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西岸的中山市北部，紧邻

中心城区，毗邻香港、澳门，是京珠和中江高速

的交汇点，是中国游戏游艺产业基地、国家环境

优美乡镇、广东省火炬计划游戏游艺特色产业基

地、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中山市水产品出口

重要基地。全镇面积为７０５平方公里，下辖７个
社区居委会和 ２个村委会，常住人口 ５８万人，
外来人口３９万人。该镇正致力于发展游戏游艺
产业，以日先展示用品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创意产业，以天键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电子、家电产业，无公害、绿色食品 “瘦身鱼”

（四大家鱼）、绿色食品虾的健康水产养殖业，以

及 “沙栏鸡”系列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该县通过科学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建立技

术创新体制，建设优美人居环境，大力发展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健康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精深加

工业及培育新型农民等措施，加强技术引进扩散，

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引导健康水产养

殖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特色优势产业规模扩大，

建设两岸四地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开展农产品

科技研究开发，推进水产品及农副产品生产专业

化、标准化。培育农村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开展

能满足农民需要的科技与信息服务。依托现有资

源，开展有特色有示范价值的农民科技培训。通

过技术的集成支持，加快推进港口镇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东城街道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四会市
位于肇庆东南部，是著名的华侨之乡、蜚声海内

外的 “中国柑橘之乡”和 “中国玉器之乡”。东

城街道是四会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四会市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街道总面积为８４平方公
里，总户籍人口６１８万人。街道重点发展新江高
新产业集群园区、广东省火炬计划玉器特色产业

基地。

该街道计划用３ ５年时间，通过推进城镇
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强经济实力，努力提高居

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城镇管理水平，全面提升街道城镇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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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竞争力，走生态、环保、科技型城镇化建设道

路，使街道在科学规划、产业聚集、技术创新、

环境和谐、科学管理等方面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成为生态型、环保型、科技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

型花园城镇。

【天堂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天堂镇位
于云浮市新兴县西部，地处新兴、云安、阳春三

县 （市）交汇地带，是新兴县的 “西大门”，全

国１８８７个重点镇之一、全省２７３个中心镇之一。
全镇总面积为 １３３８９平方公里，下辖 ２２个村
（居）委会，总人口６２４万人。造纸、农产品加
工与商饮业等三大行业在乡镇企业比重中占明显

优势，蔬菜、花卉种植是该镇农业的两大特色产

业和支柱产业。

该县一是通过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

出口农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合

理布局，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实施品牌

战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农业的基

础地位。二是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构建产业基地；

推进产业转型，促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着力

培育市场，搞活第三产业来大力推进工业化，壮

大第二产业。

该县计划用３ ４年时间，通过先进实用技
术在天堂镇的集成应用，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

业及各生产要素在城镇集聚，促进城镇健康发

展，增强辐射力和集聚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镇综合竞争力；

用５年左右的时间，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资源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科技

投入，着力抓好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示范

镇的经济有跨越式的发展。预计到２０１２年，工
农业生产总值超过２２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
于８亿元，实现比２００６年翻一番，人均 ＧＤＰ接
近１３０００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不低
于３０％，地方财政收入达４０００万元以上。２０１２
年，城镇化水平不低于 ３５％，在实现 “十有”

的基础上，把天堂镇基本建成经济繁荣、功能齐

全、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具有地方特色和风貌

的中心城镇。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广东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启动建设２个现代农业科技
强县，１０个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和１８个以行
政村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点，以星火计

划为支撑，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和农业科技专项为

依托，多方整合农业科技资源，投入科技经费

４７０万元，全方位推进本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
点的工作。

【云浮市新兴县现代农业科技应用及综合示范县】

２００９年，全县地方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大关，
达１０１７８亿元，同比 （下同）增长 １３２％，人
均２３３万元，３项指标均居全市第１。全年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４５５亿元，增长２２０４％；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３４５亿元，增长３８８３％。
２００９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５８２２亿元，增
长７３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６５７３元，增长
１１８％，总量和增速均居全市第１。新培育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１家，总数发展到７家，居全市第１
和全省前列。农业科技推广不断加强，被列为国

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省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县。

新兴县通过现代农业科技应用及综合示范项

目的实施，将建成肉鸡、瘦肉型猪、有机肥生产、

水果、蔬菜等五大现代农业产业化基地；突破畜

牧业废弃物规模化处理技术、有机专用肥规模化

生产技术、果蔬减量化生产技术等３项接口技术，
解决循环农业中的重要接口技术，打通产业间的

物质循环，形成良性互补；构建 “畜禽资源—产

品—废弃物—再利用—土壤改良—果蔬生产—产

品”的循环农业体系，为推动华南地区现代循环

农业的发展提供样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农民

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培育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

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最终

实现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

本省县级区域发展现代农业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汕头市澄海区现代农业科技应用及综合示范县】

澄海农业素以精耕细作著称，有 “种田如绣

花”美誉，是著名的农业高产地区，在汕头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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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带动

作用。

澄海区将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破解 “三农”问

题的突破口，大力发展蔬菜、水果、禽畜、水产

养殖四大特色产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

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

民发展农业，建设蔬菜、果树 （番荔枝）、畜牧

养殖、海水养殖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

资源利用方式转型，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加

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

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使更多的农民能够早日过

上小康生活。

该示范县计划用 ３年时间，按照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逐步配套的原则，大力开展农业信息

技术、精准施肥技术、高效种养技术的引进与应

用示范；集成、配套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提升疏

菜、果树 （番荔枝）、畜牧养殖、海水养殖等农

业产业技术水平；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

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

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经营

体系，使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

所带来的增值；延长和完善产业链，形成优势突

出的产业集群，力使澄海区特色产业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进一步改善特色产业经济的增长质量和

增长效益；落实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构建和谐村

社，培育新型农民。

【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谭屋村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

村】　近年来，谭屋村积极发展 “一村一品”特

色农业，已形成芥菜、甜玉米、反季节南瓜等农

业优势品种。２００９年年初，村民自愿组成了金塘
镇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茂名市茂南明鑫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广东省农科院情报所

为技术依托，建立广东省农村信息直通车服务网

点，及时了解最新信息，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

新技术，使谭屋村农业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通过示范村建设，谭屋村将引进种植农业新

品种５种以上，年转化先进适用技术１０项以上，
形成优势产品３种以上，实现经济效益５００万元
以上，提高农民年平均收入５０％以上。根据种植
规程，制定适合茂南地区的２种蔬菜标准化种植

技术规程，带动谭屋村周边农户１００个以上，土
地３３３３公顷以上使用新品种、新技术进行标准
化农业生产。年培训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５０名以
上，举办农业知识培训５次以上。谭屋村可向社
会提供符合无公害食品标准要求的名、优、特、

稀农产品和商品种苗，每年可产出安全农产品

４０００吨，优质商品种苗２０００万株，直接经济收
入可达５００万元以上。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科技富民强县

根据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试行）》和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广东省以依靠科技进步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通过示范带动、全

面推进的方式稳步推进富民强县工作。

２００９年，河源市龙川县的 “油茶无性系丰产

技术示范与深加工产业化”、茂名市信宜市的

“信宜市怀乡鸡健康养殖示范与产业化开发”、梅

州市蕉岭县的 “系列有机农产品产业化开发与科

技示范”、惠州市惠城区的 “高效绿色水稻规模

生成技术示范及产业化”和肇庆市广宁县的 “广

宁县竹子标准化种植示范与产业化开发”共５个
项目获得国家富民强县专项立项资助，科技部拨

款８７０万元。

【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示范与深加工产业化】　
广东油茶种植集中在粤北和粤东北，以河源、

清远和梅州为中心，龙川县是种植面积较大的县

市之一，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县２４个镇中，有
２３个镇种植油茶。２００９年，龙川县被国家发改
委、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全国１００个油茶示范林基
地建设县之一。

“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示范与深加工产业化”

项目应用是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选

育、经广东省农科院多次示范推广的优良无性系

油茶丰产技术。项目的苗木繁育、栽种、造林技

术均依托广东省农科院，旨在建设油茶无性系苗

木繁育生产基地、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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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推广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逐步完成油茶

低产林改造任务及加大对油茶加工企业的支持

力度。

该项目实施完成以后，优质高山油茶将成为

该县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形成集油茶育苗、种植、

造林、加工、销售一体化的重要油茶基地，能带

动该县千家万户投入到油茶生产工作中去，使油

茶产业成为农村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最

好路子。预计到２０１２年，该县年产油茶籽量达６
万吨左右，年实现油茶产值达８亿元以上，发展
油茶精深加工，年实现税收８０００万元以上。油茶
产业将成为该县农业的重要特色支柱产业，油茶

开发在全省达到领先水平并跻身全国先进市县

行列。

【信宜市怀乡鸡健康养殖示范与产业化开发】

信宜怀乡鸡是广东省四大名鸡之一，信宜被

誉为 “山地鸡王国”。

“信宜市怀乡鸡健康养殖示范与产业化开发”

项目以信宜市盈富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

邀请华南农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以及广东省农

科院等科研机构，为怀乡鸡健康养殖与产业化开

发提供技术支撑和技术服务，采用 “公司 ＋产业
协会＋基地 ＋农户 ＋品牌 ＋市场”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民参与怀乡鸡健康养殖示

范与产业化开发。项目把推广怀乡鸡养殖技术、

畅通销售渠道作为信宜市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的

重点，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开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通过信宜市山地鸡产业

协会带动当地种养大户进行科技示范。

项目总体目标：建设１个中心———怀乡鸡生
产技术创新中心，重点扶持１个怀乡鸡养殖龙头
企业———信宜市盈富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建设３
个怀乡养殖、种植基地———怀乡鸡种鸡繁育基地、

怀乡鸡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和怀乡鸡专用饲料种

植基地，培育 ５个怀乡鸡养殖示范镇———怀乡、
池洞、镇隆、东镇、朱砂，在信宜市发展１０个怀
乡鸡养殖示范村，培育２００个怀乡鸡养殖示范大
户 （其中包括５０户返乡农民工）。

项目实施后，预计直接经济效益是：实现年

销售收入总额４０８亿元，获年纯经济效益５７１

亿元，获新增经济效益６亿元，农民年人均增收
６００元。预计怀乡鸡养殖加工可带动与怀乡鸡生
产直接相关联的服务业、旅游业发展，推动招商

引资，创造间接经济效益０２５亿元。

【系列有机农产品产业化开发与科技示范】　梅
州市蕉岭县具有优质的生态资源优势，“系列有机

农产品产业化开发与科技示范”项目按照 “合理

布局、企业主体、协会领军、集成推进”的思路，

以粤东黑猪有机型产业化为示范，加快蕉岭整个

有机农业的发展步伐。以 “品种优良化、种养标

准化、生产有机化、加工系列化、产品高端化”为

目标，建立 “三大制度”，形成 “公司 ＋协会 ＋
基地＋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和 “科研院所 ＋公
司＋协会”的产学研科技支撑模式，实现 “基地

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 ＋有机食品加工 ＋市场营
销”体系的铺设与高效运作。依靠科技进步，以

有机型粤东黑猪的养殖与加工为突破口，提高养

猪业的整体水平，推动有机农业建设上台阶，使

之成为产业化程度高、效益好、品牌响亮的优势

生态产业，达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税

的效果，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富民

强县的最终目标。

通过示范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县建成商

品黑猪及其肉制品、稻米、蜂蜜和食用油等有机

农产品生产基地、有机茶油花生油等有机食品生

产线和营销网络，使蕉岭有机农业产值达到１０亿
元。通过粤东黑猪主导产业的核心带动，全县有

机农业产业效益达到３亿元，其中，县级财政增
收３０００万元，企业增效７４００万元，全县农民人
均年收入增加１２００元。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获
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１０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１２
项。通过项目实施，该县３家主要的骨干企业成
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泰农”“金珠”和 “山之

雅”品牌成为全省著名商标，“科研院所＋公司＋
协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和 “公司 ＋协会 ＋基
地＋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全县农业发展的
有效形式，全面推动蕉岭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该项目完成后，养猪和加工产业规模将达到

３８亿元，每年可为县级财政增加收入７６０万元，
农民人均增收６４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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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绿色水稻规模生成技术示范及产业化】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销区，但全省粮食自

给率不足５０％，长年依靠从外地调进粮食。 《惠
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十一五”规划》提出

大力发展优质稻产业。“高效绿色水稻规模生成技

术示范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顺应行业发展的趋

势，可带动农民发展优质稻种植。

项目通过 “公司 ＋基地 ＋科技 ＋合作社 ＋农
机”的模式，培植农业龙头企业，促进粮食生产

的规模化经营，提高粮食农田经济效益，确保粮

食生产稳定发展。通过实施规模、高效、绿色水

稻生产技术示范及产业化项目，引进、推广６ ８
个水稻优良品种及先进种植技术，开展７ ９个
优质水稻先进种植技术示范，建立１８个优质水稻
种植基地，带动优质水稻种植面积１５万公顷以
上，全区水稻良种化率达到１００％，制订适宜于
惠城区乃至惠州市优质水稻种植标准。积极推广

先进适用农业机械，预计到２０１２年，惠城区主要
商品粮基地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７５％以
上。积极发展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围绕优质水

稻的种植、加工、流通，培育和发展一批大型、

超大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

该项目预期在 “公司＋基地＋科技＋合作社＋
农机”的经营模式下，农户与企业合作共同承担

风险之后可以保有１４００元以上的增收，种粮年收
入可达７０００元以上，直接带动１２万户农民积极
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农民长期就业机会将近４２
万人次，每年每人可增加收入达１８万元；提供
农民季节工１０５万人次，每年每人可增加收入达
９０００元，由此使广大农户从中增收 ２５３亿元，
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

【广宁县竹子标准化种植示范与产业化开发】　
广宁县是十大 “中国竹子之乡”之一，县内

竹子资源丰富，有着悠久的种竹、用竹、食竹笋

和加工竹子的历史。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广宁县

逐渐将竹子产业确定为优先发展项目，把发展竹

业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形成了一

个集造林、制浆、造纸、化工、竹子加工于一体

的具有竹子之乡特色的产业化经济支柱。

“广宁县竹子标准化种植示范与产业化开发”

项目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企业基础优势和市场

优势，采用先进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形成以 “科技

研发、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生产示范、产品精深

加工、产业改造升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建立竹

子引种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竹子研发工作，改良

竹子品种；加强古水镇、横山镇茶杆竹、青皮竹高

产示范基地建设，建立竹子品种园和竹子科普基

地；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研究开发出竹炭、竹纤

维、高档铜板纸和邮票纸等高新产品和旅游产品。

项目总体目标：整合１个中心———广东竹业
生产力促进中心，培育２个园区———古水镇竹子
加工园区和宝锭山竹子品种观赏园 （科普基地），

建设３个示范基地———林科所竹子试验示范基地、
古水镇高产示范基地、横山镇高产示范基地；扶

持４个龙头企业———长荣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江南纸业有限公司、亚达实业有限公司和广

东鼎丰纸业有限公司，建设１０个竹子种植加工示
范村，发展１００个竹子种植加工示范大户，改造２
万公顷竹子残次林。

预计项目实施后，不仅可以使广宁县的竹子

种植在现有的基础上得以较快地发展，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提高产量和品质，还可以带动广宁

县的现代高效农业、区域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物流产业、外贸出口、休闲观光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实现广宁县新增直接经济效益９７２亿
元，新增年人均收入１７５５元，带动广宁县第三产
业的发展，间接经济效益显著。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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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科技概况

　　充分发挥其科技创新的优势和特点，提升各
市县的科技创新实力，是提高本省科技创新能力

的基础。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各地市重视营造科技创
新氛围，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产学研合

作，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基础条件建设、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成绩，科技整

体实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广　州　市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进行机构改革，成立广州市
科技和信息化局 （以下简称 “市科信局”），加强

了对全市自主创新和信息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推

进力度，在先进城区建设、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

引进、科技平台建设、政策支持和关于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向科技部成功申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并在全

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获颁 “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牌匾。广州市、萝岗区、天河区、越秀区、荔湾

区和增城市被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
考核先进市、县 （区）。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

《关于加快 “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广州市

信息化促进条例 （草案）》通过了市政府常务会

议进入立法程序。广州市获批为国家级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试验区、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

基地、中国电子商务应用示范城市，广州市政府

门户网站获工信部颁发 “中国政府网站领先奖”。

【科技政策环境营造】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加紧制
订和完善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系列政策文件，

研究编制 《广州市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 《广州市创建国家

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和 《广州华南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方案》等重要文件。

开展 《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及
实施细则落实情况网上调查，分别对税收优惠政

策、金融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政策、消化吸收再

创新政策、产学研合作、科普和仪器共享等相关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上报广

东省科技厅。

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建立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政策实施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全年共有４７５家企业申报的２０３８个项
目通过评审确认，为申报企业减少应纳所得税额

１３５６亿元。
落实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全年共有

３５９家企业被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市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８８３
家，居全省前列；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减免２００８
年的企业所得税约８４２亿元。１７家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通过省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将于２０１０年享
受到国家相关优惠政策。

出台了 《广州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

法》，认定自主创新产品共１６７个。新认定市级创
新型企业１０家，给予每家市级创新型企业２００万
元经费支持。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国家级
创新型企业６家，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２家，
省级创新型企业１９家，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１７
家，市级创新型企业２０家。

起草了 《广州市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发

展办法》，发挥市软件和动漫产业资金作用，共奖

励企业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１８３９人。

【科技计划项目】　市级重大科技专项计划突出
安排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技术、现代信息

４６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服务业等领域，实施了软件和动漫、电子信息、

生物、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示范等５个重大科技
专项计划共４３个项目，共计投入市本级财政科技
经费３５７亿元。继续组织实施 “自主创新一区一

项目行动计划”，联合各区 （县级市）组织筛选

了１１个项目，市级科技经费投入５５００万元，带
动区级科技经费投入５５００万元，企业科技研发投
入６亿元，预计１１个项目达产后，每年将新增产
值３０亿元、利税６亿元。争取国家、省级科技资
源对广州市自主创新的支持，２００９年共获得国家
“９７３”“８６３”、科技支撑、星火等计划立项 ８０
项，获得国家科技经费支持５３６亿元，获省科技
部门立项支持的科技项目共２１８项，获得省级科
技经费支持１３６亿元。广州市４家创新科研团队
和１１名领军人才成功入选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
队、领军人才资助计划。

【科技创新平台】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在进一步完
善原有创新平台建设的基础上，着眼新兴战略产

业需求，适时启动了一批创新平台建设。通过依

托社会各种科技资源，打造若干开放、共享的创

新平台，为广州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和服务支撑。

工程中心　修订 《广州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管理办法》，２００９年，全市新组建１６家市级
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广州地区共组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５１家，
其中省级工程中心６０家，省属托管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１７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９１
家；全市共启动建设行业工程中心３１家，累计投
入财政科技经费１１亿元，已有１４家行业工程中
心通过验收。２００９年，全市３１家行业工程中心共
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５９项，技术服务
收入达３８５亿元。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该院围绕
先进制造、高新技术和公共服务三大重点领域，

组建了先进制造技术装备研发与验证平台、高新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平台、现代服务业支撑平台，

开展了面向１１个应用领域的技术研究，已初具规
模。依托平台建设，积极吸引高层次人才和骨干

人才，形成了从管理到科研的全方位人才队伍。

２００９年，全院在研项目共４７项，其中各类纵向项

目１３项 （含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１项、省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３项、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１
项），横向项目１９项。全年累计申请专利２０件，
累计完成技术转移合同经费１５２万元。其技术转
移应用平台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获批准成为国家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
教育部与广州市人民政府签约在南沙开发区共建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该院由华南理工大学

牵头组建，国内相关高校参建，旨在集中教育部

部属高校的优势科技与人力资源，面向广州市乃

至珠三角现代产业体系需求，构建为产业和中小

企业服务的综合性公共技术平台。

软件公共平台　广东 Ｌｉｎｕｘ公共服务技术支
持中心和广州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建成原型开发平

台和软件测试平台，同时软件产品展示交易平台

的部份功能也在国家软件基地 （广州）软件产品

展示和交易中心得到实现。软件展示交易平台主

要由天河软件园管委会和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为实虚结合的综合服务

平台。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实体软件产品展示和体验中
心作为实体部分， “ＩＴ资源网”是虚拟部分，既
可为软件企业提供产品展示和技术服务，也可为

买卖双方提供软件交易的机会。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　该基地一期总投资３０亿
元的主体建筑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相关设备

的安装调试同步进行，２００９年年底投入使用。该
基地建筑面积为１７万平方米，汇集了中国移动产
品研发中心、测试和验证等功能，同时作为中国

移动西藏分公司等企业的业务支撑系统和中国移

动巴基斯坦分公司网管系统的数据集中处理及容

灾中心。二期项目计划新增投资３６亿元，扩征用
地面积约４６７公顷。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２００９年，该院３万多平方米的科研园区建设
工程已顺利竣工，年底完成整体搬迁。２００９年，
该院获广州市专项经费资助２３００万元，用于新药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全年共获得了国家部委重大

项目立项５项，获得经费资助１５４１万元；全年共
计发表ＳＣＩ论文４７篇。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２００９年，该中心已
建立了完整的组织架构，完成了近２０项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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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遴选和论证工作，引进了３０多名高水平科
研骨干人才，部分科研项目已启动。“华南综合性

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获得国家立项资助，

标志着该中心已被纳入了国家新药创新体系。

【产学研合作】　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全
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共支持９３项产学研合作项
目，投入市本级科技经费８０１５万元，带动新增投
入４１５亿元。积极实施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共
有９６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获得资助，获资助经费达
６６６０万元。

推动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突破产业共性技

术瓶颈，整体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２００９年，全市新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
３家，分别是电动汽车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软
件工业化产学研创新联盟、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学

研创新联盟。加快推进广州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

术联盟建设发展，成立广州生物技术外包服务

联盟。

２００９年，在省部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及创新
平台建设上，广州市获省部产学研项目立项 １０
项，资助经费５４０万元。通过大力实施省部产学
研合作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等３０多家高校吸收专家、教授１６３名为科
技特派员，派驻广州市１４０多家企业。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民营科技企
业加强技术创新，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全

市民营科技型企业有 １８６８家，长期职工总数
１８６７万人，总收入２０６９亿元，上缴税金１１３亿
元，出口总额３４亿美元，技工贸总收入超过１００
万元的民营科技企业９９１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广州市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８８３家，其中
民营科技企业７４０家，占８３８％。有１１家民营科
技型企业被评为广州市创新型企业，９家民营科
技型企业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企业，１２家民营科
技型企业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广州金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３家
民营科技型企业被评为国家创新型企业，白云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１１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了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广州市鸿利光电子有限公司等５１家
民营科技企业成立了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新兴生物医药企业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为广州市第１家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民营
科技企业已成为广州市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逆
势快速增长。２００９年，全市实现工业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达４４２３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２％，占全
市工业总产值的３２８％。

电子信息制造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迅猛。
２００９年，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产品制造业实现产值
１３３４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３２１％。全市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４６２９４６亿元，同比增加５４％。全市
电子产品制造业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

达３８７％，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广州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点。全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达

１１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６％，其中，软件业技工贸
收入达７２０亿元，增长２８％。全市软件和信息服
务企业达２０００多家，其中市认定重点软件和动漫
企业６１家，列入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
１０家。

生物产业　生物产业快速成长。２００９年，生
物医药龙头企业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技工

贸总收入２１０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超９０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以上。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获得国家发改委国家工程实验室和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工程立项。

【特色产业基地发展】　
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１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广州作为部省共建的国

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通过部省市校共

建、官产学研用结合，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和发展，

取得了积极进展。研究出台了 《国家数字家庭应

用示范产业基地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基地的自主

创新、产业集聚、载体建设和应用示范，突出大

基地格局。围绕数字家庭产业链，大力集聚集成

电路设计、三网融合和４Ｃ融合产品、内容服务与
媒体运营等企业，引入企业１００多家，聚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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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名高科技研发人员，建立了一批公共技术服
务中心、测试认证中心，聚集了五大技术支持中

心、２６家研发中心。在多网络多业务互动娱乐电
视、媒体运营平台、数字音频视频编解码、家庭

网络、智能家居等领域实现推出面向市场的成熟

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动了数字家庭产业的发展。

２００９年，核心基地企业实现产值近３５亿元，税收
１１３亿元，产业开端良好，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
凸显。

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基地　广州 （花都）光电

子产业基地正在建设中，主要包括国家半导体照

明产业基地 （筹）、光电产业企业孵化器与加速

器、半导体照明监测中心、半导体照明研发公共

服务和周边生产服务性基地。

广州国际生物岛　该岛优化调整了生物岛控
制性详细规划，新增立项５个，全长６１公里的
环岛路、螺旋路已通车使用，总建筑面积６万平
方米的标准产业单元一期建设已按计划全面封顶，

总建筑面积达７０万平方米的广州科学城科技企业
加速器一期正式交付使用，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三期工程也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广东冠昊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倍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一批高新技

术生物企业在广州科学城生物产业园区实现产业

化，进一步扩大了园区产业规模，增强产业优势。

卫星导航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７月，国内首家
卫星导航产业基地———广东省卫星导航产业示范

基地在广州科学城正式挂牌成立，已形成拥有２０
多家企业的产业集聚规模。

【农村科技示范 （试点）镇、村建设】　２００９年，
广州市进一步发挥科技对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引导

作用，加强新农村科技示范 （试点）镇、村建

设，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

番禺区沙湾镇　该镇以华南农业大学为技术
依托，针对沙湾镇特色农业产业 （花卉、奶牛）

进行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应用，制定了全镇花卉产

业的总体规划，开展了 “罗汉松大树嫁接技术推

广”“自动喷淋系统应用”“墨兰标准化硬质基质

筛选研究”等科技项目的推广应用，促进了花卉

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了标准化生产水平。

白云区钟落潭镇　该镇针对都市农村经济特

点、畜牧业及动物检疫检验工作的现状，改版完

善了钟落潭公众信息网，开发建设了钟落潭动物

生产经营管理和防疫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了 “镇

畜牧兽医站—村动物防疫信息服务点—畜保员”

的镇村动物防疫信息服务新体系，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水平国内领先，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

动作用。

花都区步云村　该村以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为技术支撑，以广州市绿健农产发展有限公司

为龙头，产学研结合，建立了蔬菜无公害和标准

化生产技术示范基地，面积约１３４公顷。
从化市长流村　该村依托广州市果树科学研

究所，引进了砂糖橘、金鸡心黄皮等一批新优水

果品种，建立示范果园１３４公顷，推广砂糖橘种
植面积约５３３４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高于良口
镇平均水平１０％以上。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技术转移促进行动
专项实施工作，推动广州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服务业发展。设立广州市技术转移促进行动专项，

选择扶持和培育一批从事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

服务机构，加强各类主体的互动，实现各自优势

的互补和资源共享，形成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

学和科研院所为源头、技术转移服务为纽带、产

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推动广州市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服务业的发展与壮大。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广州市共有科技服务机构８３３家，
其中天河区 １８１家、越秀区 １９２家、荔湾区 ４３
家、黄埔区３０家、开发区和萝岗区４８家、海珠
区１２４家、花都区２０家、番禺区３８家、南沙区
２７家、白云区１１７家、从化市８家、增城市５家，
主要分布在天河、越秀、海珠和白云４个区。
２００９年，在获得广州市技术转移促进行动专

项支持的单位中，广州联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获得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称号，是华

南地区第１家民营孵化器；广州市技术产权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称号；广州市科信局成果处获 “第４届中国
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先进集体”称号；广州生产

力促进中心获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颁发的

“２００９年度生产力促进 （发展成就）奖”。

技术交易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技术合同登记

７６３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４３６５项，成交金额 ９２３９亿元，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
９７５％，其中为企业实现税收减免技术交易额
４２０９亿元，免税约１７亿元。广州输出及吸纳技
术交易额位于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技术转移　２００９年，市科信局组织企业参加
２００９广州博览会、第１８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第６
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西中小企业博览

会等１０个展会的参展工作。启动 “广货北上”扩

大内销市场的战略部署，以成都为首站，参加了

广州—成都时尚品牌展销会，组织东风日产乘用

车公司等８家企业参展。
科技成果登记、评价　重点抓好科技成果鉴

定会材料审查把关工作，对涉及人身安全的特殊

项目，如医疗器械、药品、燃气用具等，提交相

关审批部门组织评价。２００９年，全市共鉴定科技
成果９７项，登记１４１项。

【科技园区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科技园区建
设迈上新台阶，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加速—规

模化生产的孵化链条渐趋完整。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有２８家，面积达１７３万
平方米；广州联矩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新获

批为国家级孵化器，至此，全市国家级孵化器达

９家；在孵企业数近 ２３００家，毕业企业近
２５００家。

广州高新区　２００９年，广州高新区被科技部
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创新型科技园区，获批

为首批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全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７９０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４９％；高新技术企业产值１０６３亿元，实现工
业利润总额４７８３亿元，同比下降８８６％。“广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的实践”获２００８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广州科学城　２００９年，广州科学城全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１４２４４０亿元。科技企业培育能力不
断加强，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家企业成功上市，
园区内上市公司总数达１９家。区内收入在１亿元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达１２８家，超过１０亿元的有
２２家。全区已建成１０个孵化器，孵化场地总面积
达１００多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１０００多家，累计已
孵化企业１５００多家。

天河科技园 （软件园）　天河科技园 （软件

园）产业集聚效应明显。２００９年２月，天河软件
园获批为广东省现代信息服务业重点园区。２００９
年，该园全年实现工贸总收入５４１９亿元，同比
增长３０３％，其中软件收入３２１７亿元，同比增
长３０５％；新入园企业２０７家，累计认定软件企
业５４８家，占全市的６３％；新登记软件产品１４５
个，占全市的６７８５％。

黄花岗科技园　黄花岗科技园创意产业发展
突出，２００９年，全区创意产业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１４５亿元。２００９年，挂牌成立了黄花岗科技园中
华国际中心园区、广州创意产业园２２９服装设计
园区、广州创意产业园海印缤缤服装设计园区３
个新园区，产业园区增加到１３个，园区面积增加
到３５万平方米，进一步夯实了科技产业的发展
基础。

广州民营科技园　２００９年，该园全年技工贸
总收入达４１２７亿元，实现税收１５５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１７９１％和１３％。２００９年，新引进企业
４９家，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园入驻企业达 ２３６
家。２００９年新增申请各类专利１８５件，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园企业专利申请量累计达５９２件。该
园已形成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文

化传媒、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成为广

州市民营科技产业示范基地。

南沙资讯科技园　２００９年，该园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２１３亿元。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在
园内相继建立起１１个研究中心和３个实验室，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进驻该园的科研企业 （或机构）

已达１４家。
广州留创园　留学人员广州创业园 （以下简

称 “广州留创园”）于１９９９年８月由广州开发区
投资创办并与教育部、科技部合作共建，是广东

省唯一的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广州留创园致

力于为广大留学人员提供从企业筹建、项目研发

到产业化的全过程、全方位、专业化的孵化服务，

引进和培育了大批优秀留学人员企业。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广州留创园各园区累计孵化留学人员企

业４６２家；引进创办企业的留学人员６５９人，其
中博士 ３９５人、硕士 ２２８人；毕业企业 １６４家；
产业化企业１６０家；１５家企业购地建立产业化园
区，总购地面积超过６０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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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重点实验室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州市共有

国家重点实验室 ９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１１４家、
市级重点实验室 （培育）２６家，其中，３家市属
培育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６家市属培育重点实
验室达到省级重点实验室水平，国家级、省级、

市级３个层次重点实验室格局基本形成。２００９年，
由广州大学、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组建的建筑

节能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由市属培育重点实验

室晋升为省级重点实验室。

广州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该平台门
户网站正式开通，建立了生物医药服务模块、软

件公共信息及资源服务模块等５个服务端点，形
成 “总门户＋服务端点”的布局。

生物种质资源库　广州市配合省科技厅开展
生物种质资源库共建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共
建设种质资源库 （圃）２１个，其中７个种质资源
库 （圃）建在广州市市属科研机构，共保存种质

资源９０４６份，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初具规模。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

对 《广州地区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及专用资金管

理办法》和 《广州地区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及专

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加强共享制

度建设，并提出门户网站的改版方案，包括建立

大型仪器使用网上预约系统、专家咨询系统、优

秀机组服务案例推广系统等，已有６９位专家进入
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专家库。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共收录仪器数据

４５３７条、实验室技术人员１４６８位。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
奖获奖项目共有８０项，其中，一等奖９项，二等
奖３３项，三等奖３８项。“ＷＣＤＭＡ（宽带码分多
址）移动通信直放站” “超短波高性能网络化传

输新技术研究及应用” “食品、农产品中主要化

学有害物监控与检测技术研究和应用”等９个项
目获得了一等奖。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专利申请量
为１６５３０件，同比增长 １８２％，其中发明专利
５０４２件，同比增长２４６％；专利授权量为１１０９５
件，同比增长 ３７３％，其中发明专利 １５１６件，

同比增长３５１％。全年实现专利零的突破的企业
达８５０家，其累计申请专利２４９９件；实现专利申
请量倍增的企业达 １２１家，倍增专利申请量为
１６８５件，全年资助申请专利７１２６件。

２００９年５月，全省首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广州开发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通过验

收，标志着该区知识产权工作水平总体跃上一个

新台阶。１２月，华南理工大学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牌，成为首批 “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

单位”。花都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入首批 “全

国知识产权强县工程”，４９家企业被认定为广州
进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２个单位被认定为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单位，９家企业分别获得 “广东

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 “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称号 （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累计 ５３
家）。在第１１届中国专利奖评奖中，广州市有２
个项目荣获中国专利金奖，９个新技术产品获得
优秀奖，创历届参加中国专利奖最好成绩。在第

１８届全国发明展上，广州市３７个参评项目也获得
８金５银１０铜的好成绩。

【科技交流与合作】　
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广东—

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广州

市为联盟发起及成员单位之一。组建该联盟是广

东和独联体国家发挥各自科技优势、实现合作双

赢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创新

性举措。

２００９年５月，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合作成立广东白云国际科学

研究院，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积极参与国际

技术转移平台、联合研究和产业化的国际科技合

作平台建设。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实施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重
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中药国际化研究与应用”

由广药集团广州奇星药业有限公司、中山大学附

属第六医院、广州绿色生命药业有限公司联合英、

日、芬兰等国家院校企业共同承担。该项目包括

３个子项目内容，分别为：英国传统草药产品简
易注册与欧盟 （英国）药品ＧＭＰ认证、治疗强直
性脊柱炎新药———南蛇藤配伍鸡血藤制剂的开发

研究、中药化橘红降高胆固醇血症功能保健食品

９６３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的研发及应用。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ＣＤＣ）与日本福
冈县保健环境研究所共同申请ＪＩＣＡ渠道基层友好
技术合作项目 （又称 “草根项目”）“改善广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和卫生信息利用的

能力”获科技部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的
批准，于２００９年５月正式实施。该项目主要以人
员的交流合作为主，２００９年，ＣＤＣ共派出２名技
术人员赴日本福冈县保健环境研究所学习。

粤台科技交流合作　市科信局积极支持广州
市光机电技术研究院与台湾蓝海控股公司开展合

作，建立明确的合作伙伴关系，在ＬＥＤ半导体照
明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建两岸半导体照

明科技开发平台。两岸科技交流平台的建立，为

两岸半导体照明科技开发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光机电技术研究院与台湾蓝
海控股公司合作组织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９月
２４日，由广州市科信局牵头，广州市光机电技术
研究院、台湾蓝海控股集团承办的２００９穗台新技
术发展与合作论坛在广州科学城举办。该论坛共

邀请１０家台湾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分别介绍最新
研发的新技术，主要涉及节能环保、ＲＦＩＤ射频识
别、ＬＥＤ半导体照明３个关键技术领域。该次活
动着力加强穗台两地新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体

现了海峡两岸政策和科技的逐步开放和共融。

【科普工作】

科普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对 《广州市

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认定办法》进行修改，根据国

家科普基地认定标准对市科普基地实行分类管理，

增加科普基地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时间，以更好地

发挥科普基地的作用。经评审专家评议，市政府

批准认定友生玫瑰科普基地等９家单位为第５批
市科普基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认定市级
科普基地５６家。邀请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军
为科普基地负责人和区、县科技部门科普管理人

员作题为 “丰富科普资源加强科普能力建设的思

考”的专题报告。按照 《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

地认定办法》的要求，对已认定的第２批、第３
批市科普基地共２７家进行考核评估。

科技意识培养　２００９年，市科普领导小组办

公室颁布实施了 《广州市科学大使行动计划方

案》，在全市组织实施一批科学大使项目，筹划建

立科学大使数据库和科学大使网页，为供需双方

提供对接平台。２００９年，立项支持科学大使项目
１９项，项目覆盖全市２０多间中小学校。广州市科
学技术协会组织成立了广州市科技导师志愿者团，

针对青少年学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技讲座。

科普活动开展　组织开展第２届优秀科普作
品评选活动，繁荣科普创造。制定评选工作方案

和评审指标，向广州地区广泛征集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发表的自然科学范围的科普作品共２３１个，通过
初筛进入评审的作品有２２１个。作品评审按类别
分成图书、文章、影视动漫３个方面进行，评选
结果确定获奖候选作品共计１００个，其中一等奖
１０个、二等奖２０个、三等奖３０个、积极创作奖
４０个，对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以鼓励更多
的人参与科普创作活动。

加大农村科普力度，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以

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为重点，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业

技术培训讲座共１０２期，培训范围覆盖２６个农业
镇街及１００个村。举办 ７次科技下乡咨询活动，
现场向农民发放实用科技书籍、种养技术资料等

十多万份。以 “健康知识进农家”为主题，有计

划、有针对性地对村民进行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非
典、禽流感、吸虫病、狂犬病、麻疹等传染性疾

病防治教育工作，增强农民的健康意识。

举办各种青少年科技竞赛，提高青少年科技

素养。２００９年，广州市举办的科技竞赛包括：第
２５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第４届青少年创意机
器人大赛、中小学智能机器人竞赛等，为广州市

青少年提供了解科学、参与科学的平台。

科普项目管理和实施　加强科普项目管理和
实施，明确科普经费支持重点，提高项目完成质

量。２００９年，全市科普专项经费共４８７万元，立
项项目６６项，其中，科普基地设施建设项目支持
经费２１０万元。广州市１２家省级科普基地和省一
级学校申报广东省科普项目。市科信局参照科技

计划项目合同书的格式，修改科普项目协议书，

使之与科技计划项目基本对应。加强到期项目的

结题验收，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到期项目下发提交结
题验收材料的通知，通过项目主管单位及区、县

科技部门等多种渠道通知项目承担单位尽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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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验收。

【防震抗灾】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防震减灾工作实
现了新的跨越。震害防御法制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地震监测预报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防震减灾科普

宣传工作推陈出新，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长足

进步。广州市再次以总分第１名的成绩获得全省
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一等奖，荔湾区、白云区

分获全省县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一等奖和二

等奖。

２００９年，广州市开展了首个全国 “防灾减灾

日”暨宣传贯彻 《防震减灾法》系列大型宣教活

动；加大力度在广州市对口援建项目及阿坝州辖

区的灾后重建中推广应用橡胶垫隔震等抗震设防

技术；完成广州市燃气强震动监测预警处置系统

可行性研究，提升地震科技对防震减灾事业的贡

献；编制完成 《广州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室

外）专项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与广东省地
震局、第１６届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共同完成２０１０
年广州亚运会地震安全保障研究；着力建设广州

市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为灾情分析、灾后应急

反应和指挥调度提供依据；组织开展全市２００９年
地震应急综合演练，包括９个现场演练科目和１
个桌面推演科目，共有３５个单位、４００多人次及
出动各类专业救援或保障车辆近２０台次参与演
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组织开展了建 （构）筑物抗震性能普查 （１
亿平方米）；制定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建设规划，在

花都区联邦快递拆迁安置村、荔湾区西?村裕安

围自然村建设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配合教育部

门实施全国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对２０００多间
中小学校的校舍场地地震危险性进行分析排查；

完成从化测震台异地重建及花都、南沙测震台建

设的台址勘选和立项用地等前期工作；在市第四

十七中学、芳村小学和江夏小学 （市本级投资建

设）以及市第一中学 （大坦沙校区）、中山大学

附属中学 （省地震局投资建设）等学校推进强震

动观测台站和烈度速报网建设；制定 《广州市地

震群测群防实施方案》，新建市第六中学、白云区

江夏小学、从化市喜乐登青少年拓展训练中心等

３个群测群防点；广雅中学、市第五中学、天河
区四海小学、白云区江夏小学、从化市喜乐登青

少年拓展训练中心被认定为省级防震减灾科普基

地；在荔湾区金花街陈家祠社区和海珠区江南中

街青凤社区完成防震减灾综合示范社区试点建设；

市与区、县级市联动，利用 “防灾减灾日” “科

技活动周”“７·２８唐山地震纪念日”和 “国际减

灾日”，开展一系列富有创新特色的大型防震减灾

科普宣传活动。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陈　涛）

深　圳　市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努力将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和环境优势，全社会研发投入保持较高水平，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型人才工作实现新

突破，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拓展，高新技术产业保

持较快增长，深圳高新区积极向自主创新示范区

跃升，“深港创新圈”建设深入推进，科技创新

成果丰富。

【科技政策环境营造】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在２００８
年推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体系的基础上，

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在推出一系

列保经济增长政策措施克服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

率先推出了互联网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并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每

年每个新兴产业投入５亿元，连续支持７年，总
计１０５亿元。在上述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
上，深圳市进一步着手研究新材料、文化科技产

业的振兴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科技研发投入】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全社会研发
投入为２９６５６亿元，占市ＧＤＰ比重达到３６２％，
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１４％，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位居国
内大中城市前列。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财政科技经费投入７９１６亿
元，占市级一般预算支出的１０５１％，同比增长率
为４４７６％，高于当年１１１％的财政经常性收入
同比增长率。其中：２００９年市科技研发资金预算
１０３７亿元，实际下达计划１０亿元，支出９８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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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１０５亿元；２００９年市产业
技术进步资金预算６４３亿元，实际支出６１１亿
元，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７３亿元；２００９年市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实际支出１５２亿元，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
１９亿元；２００９年市实施标准化战略资金实际支
出２６３３万元，２０１０年支出预算２７１９万元。

【产学研结合工作】

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深
圳市先后组建了下一代通讯、数字电视、无源元

器件与集成、集成电路技术、先进电池与材料等

５家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联盟数量居全省第 ２
位。这些产学研战略联盟，汇集了９１家企业、高
校 （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８所）和４５所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５６４８项，申请专利
７９２５项，实现成果转化近 ３０００项，实现产值
８２５５亿元，出口７６０亿美元，新增利税１４３７亿
元，培训人才１３万多人次。

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新认
定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９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市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的总数达到了２３个，数
量位居全省第２位。通过搭建产学研示范基地，
集中引导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基地内的企业开展产

学研合作，进一步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

升了深圳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特派员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来自７６所
高校 （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４３所）和科研院所的
３５５名科技特派员，入驻２９６家深圳企业，为企业
技术升级与改造提供智力支撑。

深圳虚拟大学园　深圳市积极探索产学研结
合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深圳虚拟大学园

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实例。该园自２０００年创办以
来，通过网络和各大学连接，突破地域限制，有

效利用和集成国内外知名院校优势资源，在技术

创新、人才培训、成果转让、风险投资等方面产

生了 “聚合效应”。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深圳虚拟
大学园汇聚了国内外５３所知名大学作为成员，培
养了２５万名硕士以上研究生，孵化了５３２家企
业，促成１０３６项校企合作项目。虚拟大学园重点
实验室平台集合了１０１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
大学科技园正在兴建。虚拟大学园 “虚”与

“实”结合，依托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有效人才、

有效技术，在有效环境下形成了有效贡献，成为

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转

化的创新基地。深圳虚拟大学园先后被认定为国

家大学科技园、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实现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达８５０７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６％，
其中：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约７５３８０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６％；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约３８６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３７％；新材
料及新能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约４４６３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５７％；生物技术及医药和环保行业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约

８００５亿元和 ５６８７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１８％
和４２４５％。

全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达５０６２１亿元，占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的
５９５％。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增加值约２６１１１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６％，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增加值约１００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５％。

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从事
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超过３万家，累
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４４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３０８６家，其中：６０５家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
过１亿元，７６家企业超过１０亿元，８家企业超过
１００亿元，１家企业超过１０００亿元。深圳在计算
机及外设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充电电池、平板

显示、数字电视、生物制药等产业领域已形成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出现了一批

跨国经营企业和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涌现出一批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企业家和领军人物。

【深圳高新区】　２００９年７月，深圳高新区在科
技部火炬中心对全国５４家国家级高新区测评中，
综合排名第２名。
２００９年８月，深圳市制定 《深圳市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将深
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空间范围从１１５平方公
里扩大到其他１３个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域，规划面
积达 １８５６平方公里，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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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１平方公里。
高新技术产业的策源地　２００９年，深圳高新

区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５５０７０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
１３３８％；总收入２６６８６０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
２１５６％；工业增加值 ５９９３１７亿元，比 ２００８年
增长２２２４％；出口创汇１２３５８亿美元，比２００８
年增长１００３％；税收１３８３８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
长１５５３％；净利润１４７５８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
２７６９％。深圳高新区形成了从移动通信、程控交
换到光纤光端、网络设备的通讯产业群，从配件、

部件到整机的计算机产业群，从ＩＣ设计、嵌入式
软件、应用软件到服务外包的软件产业群和从诊

断试剂、基因疫苗、基因药物到医疗器械的医药

产业群，一大批自主创新型企业在深圳高新区发

展成为行业领军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的 “高产田”　２００９年，高新
区深圳湾园区用占全市０６％的工业土地和３８％
的从业人口，创造了占全市１６４７％的工业总产
值、１７４９％的工业增加值和３０％的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按照高新区规划面积 １１５平方公里来计
算，每平方公里创造工业总产值２２１８０亿元，创
造工业增加值５２１２亿元，创造税收１２０３亿元。
按照高新区工业用地３２８平方公里来计算，每平
方公里创造工业总产值７７７６５亿元、工业增加值
１８２７３亿元、税收４０９６亿元、净利润４４２８亿
元，单位面积产出名列国家高新区前茅。

【技术转移工作】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登记技术合
同５５５７个，比２００８年的４６３０个增长了２００％；
合同交易金额达 ８５５亿元，核定技术交易额为
７６９亿元，比 ２００８年同期的 ６４３亿元增长了
１９６％；免税额达到 ３８亿元，同比增加了 ０６
亿元。

登记技术合同的企业数量达到 ７２７个，比
２００８年多了１０７家企业，同比增长了１７３％。登
记技术合同数量大于１００项的有５家企业，总核
定技术交易金额１亿元以上的达１５家，比２００８
年翻了一番。

合同类型构成　从合同类型构成看，开发合
同仍是主流。２００９年登记技术开发合同４５６３个，
占全年总合同数的 ８２１％；核定技术交易额为
５０３亿元，占总核定技术交易额的６５４％。技术

转让合同数量也有较明显增长，达到４８３项，同
比上升了 ４８２％；核定技术交易额达到 ２５２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与专利相关的技术转让十分

活跃，登记合同达１６７项，同比增长５１８％；核
定技 术 交 易 金 额 达 １２８亿 元，同 比 增 长
了３０６％。

技术领域构成　从技术领域构成看，电子信
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合同总量持续上升，２００９年成
交项数和金额仍位居各类技术领域之首，共登记

技术合同５０１７个，核定技术交易额达５６８亿元。
其中最突出的是计算机软件，核定技术交易额达

到 ２９３亿 元，占 全 年 总 核 定 技 术 交 易 额
的３８１％。

另外，新材料及其应用和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领域合同交易增长明显。新材料及其应用领域合

同核定技术交易额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８亿元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２９亿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领域
合同核定技术交易额为 ０７亿元，同比增长
了７０６４％。

主体构成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企业法人机构的
技术合同交易项数和金额分别为５２９９个和７２３
亿元，分别占总量的９５４％和９４０％，企业的创
新主体地位相当稳固。其中，内资企业是技术输

出的主要力量，在各类企业法人机构中居首位，

共输出技术４１１１项，核定技术交易金额４２３亿
元，占总核定技术交易总额的５５０％。而科研机
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２００９年只
输出技术１７０项，比２００８年略有增加；完成核定
技术交易金额１亿元，只占总交易额的１３％。

技术流向　从技术流向的成交金额看，２００９
年深圳本市技术合同成交 ２２１７项，占总数的
３９９％；成交金额为２２８亿元，占总技术交易金
额的２９６％，近三成的技术交易额发生在市内。
广州、北京、香港三地居市外成交额前３位，分
别成交８２亿元、７５亿元和２０亿元，其中北京
同比增长最快，达到９５３％。

输出到国外的技术合同为３２６项，同比增长
了３１５％；核定技术交易额达到１５３亿元，占总
核定技术交易额的１９９％，同比增长了６６３％。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９年５月，项目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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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１２亿元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动工，这是
深圳建市以来承建的第１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的曙光６０００
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将达到千万亿次，运算速

度在亚洲排第１位，在世界排第２位。此外，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得中编办批准，２个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５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
深圳，为提升全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深圳市组建和认定了 ７７
家重点实验室 （其中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２家、
中科院重点实验室１家）、５家国家工程实验室、
９２个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１个）和１００个企业技术中心 （其中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１个）。

【科技奖励】　２００９年度，全市共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６项，具体包括：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独立完成的 “无源光接入汇聚复用设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完成的 “新一代无线

技术平台建设工程”、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参与

完成的 “受污染水体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深圳思盛投资发展公司参与完成的 “产品

复杂曲面高效数字化精密测量技术及其系列测量

装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 “基

于ＣＤＭＡ的数字集群通讯技术标准应用”以及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

成的 “ＩＴＵ－Ｔ多媒体业务系列国际标准及应用”。
自１９９５年参加评选至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先后获得
了国家科技奖励６４个。

由深圳企业、机构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的３７
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
等奖３项、二等奖１５项、三等奖１９项；获得一
等奖的项目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独立完成的

“Ｎ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４０Ｅ／８０Ｅ全业务路由器”、深圳市盾牌
防雷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锦天乐防雷技术有限公

司参与完成的 “移动通信基站雷电主要引入渠道

及防雷接地研究与应用”、深圳大学参与完成的

“尘螨过敏原的基础研究及其产业化”。

【知识产权工作】　
国内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国内

专利申请量为４２２７９件，同比增长１６６％，高于
２００８年增速 （１２％）１５４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３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２０５２０件，同比
增长 ９４％，占国内专利申请总量的 ４８５３％。
２００９年，全市国内专利授权量为２５８９４件，同比
增长３７７％；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８１３２件，
同比增长５０３％，居全国第２位。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以５７１９件专利申请量名列全国榜首。

国际专利合作协定 （ＰＣＴ）　２００９年，深圳
市 ＰＣＴ申请量为 ３８００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
４７５％，比２００８年增长近４０％，连续６年居全国
首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ＰＣＴ申请量排名全球第
２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ＰＣＴ申请增长量排
名全球第１位，两家企业 ＰＣＴ申请量合计３５７９
件，占全市申请国外专利总量的９４１８％，占全国
总量的４４７４％。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深圳市专利
申请量累计达２１２６４２件。

标准制订、修订　２００９年，深圳企业参与制
订、修订国际标准６２项、国家标准１０３项、行业
标准１７１项，其中，４项标准化科研成果荣获国家
质检总局 “科技兴检奖”。近４年来，深圳企业共
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累计１２１７项，
其中，国际标准２７７项，国家标准４４８项，行业
标准４９２项。企业将自主创新的成果融入标准，
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深港创新圈”建设】　２００９年，深港两地政府
联合制定 《深港创新圈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实

施２４项重点工作，建立一批创新服务基地，建设
一批创新公共平台，实施一批创新科技专项。建

立创新服务基地，利用深圳各区的创新基地、“深

港生产力基地”和 “深港创新圈互动基地”等公

共服务载体，为创新者提供办公场地、实验室及研

发设备。建设创新公共平台，提供知识、人才与共

性技术的一站式服务和核心技术的支援，解决深港

创新及科技合作的 “载体难题”。实施科技创新专

项，结合深港创新和应用实际，在新能源、生物医

药、食品安全、重大疾病预防、无线射频等领域开

展工作，为实施源头创新战略寻求突破。

２００８年５月，美国杜邦公司与深港两地政府
签约入驻 “深港创新圈”。２００９年３月，太阳能
光伏电薄膜全球研发中心在香港科学园成立。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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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位于深圳光明新区的太阳能光伏电薄膜生产

基地正式投产。 “杜邦太阳能光伏电薄膜”项目

成为深港联合招商首个引进的大型高新技术项目，

体现了 “深港创新圈”具有创新资源融合、创新

资源优势互补的全球竞争力。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技术人员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深圳市拥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９８５８万人，其中从事高新
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约２８万人。据统
计，在全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１１２９４万的从业
人员中，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

约２５万人，其中博士约４０００人，硕士约７３０００
人。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认定高层次专业人
才１３３５名，其中国家级领军人才７９名，地方级
领军人才６６０名，后备级人才５９６名。

创新科研团队　在广东省公示的首批引进的
１２个海内外创新科研团队中，深圳市共有５个团
队入选，占全省入选团队的４２％。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超材料团队在短短

６个月的时间里，５名核心成员已全部回国，深圳
市委积极协调解决了光启研究院的注册登记、场

地安排、资金投入等工作，团队核心技术研究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华大基因研究院国际肿瘤基因

组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已到位，建立起大规模测序、

生物信息、克隆、基因与健康等技术平台，测序

能力及基因组分析能力位居亚洲第１、世界第３。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低成本健康技术创新

团队人员已到位，在 Ｎａｔｕｒｅ、ＪＭＭＡ等高水平国
际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承担国家、省、市
项目５０余项，总合同经费达７０００余万元，提交
７项相关专利。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高通量
基因测序系统研发团队拥有６名博士、１４名硕士
和２２名本科生，共计４２名科研人员，新申请５
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和２项软件著作权，新获得
专利授权２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能源与环
境材料研发团队４名核心成员已全职引进，累计
发表及录用学术论文超过２００余篇，并与广东省９
家企业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

【创新文化建设】　创新文化是创新型城市的灵
魂。 “敢于冒险、勇于创新、追求成功、宽容失

败”的创新文化是深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创新教育活动　全市中小学校将科学和创新
教育作为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的思辨精神和创新思维，鼓励青少年进行

科技发明竞赛。２００９年，深圳市科协成功举办了
第３届中国 （深圳）国际科学生活博览会，吸引

了１００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全市共举办各
类科普图片展览、科普讲座２６０场次，参观人数
约４００万人次；学术报告会２００多场次，参加人
数约５万人次；印刷并赠送各类科普书籍１０万多
册。２００９年 “全国科普日”，全市举办了近 ２００
场活动，采用 “科普大篷车”“专题科普展”“科

普讲座”以及 “互动游戏问答”等多种形式，开

展参与性、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较强的各类

科普活动。

科普能力建设　全市９０％以上的社区居委会
建成了一批规模大、品位高、约１万米长的科普
画廊，成为城区、街道、社区三级科普阵地和市

政建设的重要景点。２００９年，深圳市新设立贝尔
科普基地、蚕丝文化特色科普基地、中国移动信

息生活馆、东部华侨城茶溪谷科普基地等６个市
级科普基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市级以上科
普教育基地的数量达到３５个，其中，深圳国际园
林花卉博览园、深圳南岭中国丝绸文化产业创意

园被新评为省级科普基地。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周建军）

汕　头　市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紧紧抓住加快打造区域中心
城市这一发展主线，进一步改革创新、开拓奋进，

加快推进创新型汕头建设，科技进步成为全市从

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的关键支撑，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重要科技活动】

自主创新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１１
月２３日，汕头市委、市政府在市委会议中心隆重
召开全市自主创新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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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和全省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精神，总结部署自主创新工作，进一步

推进创新型汕头建设。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市

长蔡宗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要求各区县、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自主创新在应对经济危机、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打造区域中心城市中的重要意

义，加速实施创新型汕头建设战略。中共汕头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谢泽生宣读了汕头市获２００８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项目和 《关于颁布２００９年
度汕头市科学技术奖励项目的决定》。副市长周镇

松作 《汕头市自主创新工作报告》，全面、系统

地总结了２００６年以来全市的自主创新工作，提出
了接下来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的任务措施。轻工机

械产学研创新联盟、汕头市轻工装备研究院、广

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和西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介绍各自开展科技创

新的做法和经验。会议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型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资质的企业授牌，表

彰了获得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和２００９年
度汕头市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

航天文化创意与汕头玩具动漫产业对接高峰

论坛　１１月４日，以 “发挥产业联动作用，共谋

文化产业发展多赢局面”为主题，融合产业对接

与学术探讨为一体的航天文化创意与汕头玩具动

漫产业对接高峰论坛系列活动在汕头市隆重举行。

该次活动由汕头市人民政府、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主办，汕头市科学技术局、汕头高新区管委会、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航天 （北京）科

技文化有限公司、汕头大学、汕头软件园承办，

汕头高新区航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宋黎定，中共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出席

开幕式并共同为汕头软件园航天信息服务业分园

和汕头大学生软件创业中心揭牌。高新区、市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和大学生代表等３００多人
参加了该次活动。

活动中，市科技局、澄海玩具协会与航天

（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航宇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了 《航天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和汕头玩具

动漫产业对接战略合作协议》，航天 （北京）科

技文化有限公司与航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

《航天文化衍生品设计生产基地建设合作协议》。

协议各方将积极推进航天科技文化园汕头分园建

设，围绕我国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整合科

技创新资源，构建和运营数字建模、设计、生产

等产业链体系，依托国家火炬计划汕头澄海智能

玩具创意设计与制造产业基地，建设航天文化衍

生品设计生产基地，开展航天衍生产品形象及品

牌的商务推广和科技类、时尚类玩具的生产制造。

在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

等围绕 “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发展航天文化创意产业———服务汕头玩具

动漫产业转型升级” “航天科技、文化创意产业

的力量源泉”“汕头玩具动漫产业发展初探”“航

宇电子依托航天、服务汕头，成为航天文化和技

术与地方产业经济对接的桥梁” “奥飞动漫自主

创新及品牌建设之路”等专题开展了热烈的交流

探讨。

【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及示范】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
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２家企业被
列入科技部等部门确定的第３批国家创新型企业
试点，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的国家级创新型试
点企业增至３家，数量占全省近１／４。广东南洋电
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奇佳机械厂

有限公司、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群兴玩具实业有限公司６家企业被列入省科技
厅等部门确定的第３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的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增
至１３家。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光华化学厂有

限公司、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４家企业被认定为
第２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市的省级创新型企业增至６家。另外，有１０家企
业被列入广东省 “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示

范企业，全市已初步形成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典型

示范作用的创新型企业群体。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省财政厅、省知识产权局、省质监局联

合启动了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经认定

的省自主创新产品纳入 《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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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清单》，可享受政府优先采购及实施政府首

购和订购。汕头市有２０个产品被认定为省自主创
新产品，为企业享受财政资金优先采购政策优惠

打开了绿色通道。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承担国家、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共 １３２项，获得扶持资金达
４７３５万元，其中，列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３项，
获得扶持资金２３０万元；列入省科技计划项目１２９
项，获得扶持资金４５０５万元 （省重大科技专项

１０项、获扶持资金１５５０万元）。汕头市科技计划
项目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培育、工业高新

技术、农业科技、民生科技和社会发展、医疗卫

生科研以及科研院校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共安

排项目 １７３项，汕头市财政科技三项费用拨款
２０００万元作为引导启动资金，带动新增投资４６４
亿元，项目的实施转化后可新增年产值４５亿元、
利税７２３亿元，创节汇１３６亿美元。

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培育专项　在国内创业板
启动的时代背景下，为鼓励和支持汕头市高新技

术企业上市融资，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２００９年度汕头市科技
计划项目中，设立了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培育专项，

将连续几年对符合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上市要

求并已进入上市辅导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专项

扶持，并对每个上市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安排总数

不少于１００万元、单项不少于３０万元的专项扶持
资金。２００９年，全市共安排专项扶持资金２２０万
元，扶持６家企业，其中，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星辉车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重点医疗卫生科研专项　在２００９年市科技计
划项目中，启动了重点医疗卫生科研专项，采取

连续几年投入经费扶持的方式，对各医疗机构中

诊疗水平领先、比较优势明显的专科进行重点扶

持，着力打造一批特色优势医疗专科。２００９年度
共安排重点医疗卫生科研项目１９项，投入科技经
费８１万元，重点支持１１家医疗机构的专科建设，
提高汕头市在心血管、肿瘤等疾病方面的诊疗和

防控水平。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新
增以广东金荣华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托的广东省纺

织印染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汕头经济特区

龙湖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托的广东省新型建筑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汕头市夏野电器有限

公司为依托的广东省家电互联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以广东卫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依托的广

东省生物制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广东拉

芳日化有限公司为依托的广东省化妆品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共５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组织认定了以汕头市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依

托的汕头市海洋微藻及真菌微生物应用研究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２０家市级工程中心。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的省级工程中心达３３家，市级
工程中心达６４家。

【产学研结合】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一方面开展产
业调研工作，了解和掌握汕头产业结构、产业组

织等产业经济发展状况，了解各产业对科技需求

的紧迫程度，找准科技工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着力点；另一方面开展企业和产品调研工作，以

明确科技工作的具体内容，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全

市企业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掌握企业接

受新技术的能力以及对技术的需求状况。通过产

业的调研，挖掘和利用相应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

术和人才资源，积极探索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汕头

市企业交流对接和引进科技成果在该市实现推广

转化和产业化的新渠道，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

选择对口院校引入科技特派员指导和推动行业、

企业技术创新，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能够解决产

业发展的关键共性问题、具备一流专业技术和顶

尖科研攻关能力的高校，与该市相关行业、企业

缔结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动产学研合作重大项目

实施和产学研技术联盟建设。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共承担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２９项，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３项，
省院全面战略合作项目５项，省部企业科技特派
员行动计划专项１项，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行动项目１项，共获资金扶持１５２０万元。共聘请
了３８位大学教授来汕头企业担任科技特派员，有
力地推动了汕头科技、经济的发展。根据汕头市

新材料、机械、印刷包装、海洋等产业发展特点，

继续加强与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的合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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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１６家广东
省民营科技企业，组织认定了３３家汕头市民营科
技企业，全市累计认定的市级以上民营科技企业

达 ６４９家，其中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２９９家，
占４６０７％。

经对全市 ３２２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统计，
２００９年，这些民营科技企业的资产总额为２２８９０
亿元，实现总产值 ２０２４２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１６５８２亿元、利润额１８５６亿元，上缴税金９８３
亿元，投入研究开发费６０５亿元，创汇５８０亿
美元，拥有长期职工５１８５９人，其中从事科技活
动人员９６９５人、大专以上学历１０９０６人。

汕头的民营科技企业主要集聚在金平、龙湖

民营科技园。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这２个园区共拥
有入驻企业 ５５７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５５家。
２００９年，２个园区共实现总产值５８６２０亿元、利
润２１０３亿元，上缴税金４５７９亿元，拥有长期
职工１０９６３０人，拥有知识产权３９２１项。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市有２４家企
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市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８６家。２００９年，广东
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 “ＣＴＳ－９００３型数
字化超声探伤仪”等７５个产品被列入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品，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超净高纯

醇类试剂”等４０个产品申请列入 《中国高新技术

产品指导目录 （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实现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４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占
工业总产值的１７９８％。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列入广东省农业
科技计划项目有１９个，获得科技经费２８８万元。
其中农业科技专项７个，获得经费支持２０５万元，
农业科技专项立项项目和资金在全省均名列前茅。

专项中由汕头市科技局组织牵头的 “粤闽台乌龙

茶星火技术产业带”项目，历经两年多的筹划，

终于获得省科技厅立项支持；澄海区的 “现代农

业科技应用及综合示范”项目获得广东省富民强

县专项；澄海区远东国兰有限公司、广东荔宝酿

酒有限公司、濠江区金寿茶厂有限公司分别获得

广东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专项；汕头市德兴种养实

业有限公司、潮阳区关埠绿生果园、南澳县金山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获得广东省农业科技健康

基地专项。

４月，由省科技厅组织的 “科技下乡”活动

分别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和南澳县后宅镇举

行。广东省农科院派出了花卉、蔬菜、果树、水

稻、兽医等专业的十多位专家到汕头 “传经送

宝”，为当地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现场指导和

服务。

【专业镇和特色产业基地发展】　２００９年，汕头
市的特色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专业镇建设继续有

序推进，区域、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得到较好发展，

澄海区隆都镇被批准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的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达
到２７家，约占全省专业镇总数的１／１０。
２００９年，全市４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和４个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及其内驻
企业共承担了６０项科技计划项目，其中国家级科
技项目２项、省级科技项目３０项，共实现工业总
产值７００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３１２３％。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专业镇共建立了技术
创新平台２０个、科技服务机构６６家，从事特色
产业科技人员达到３６万人，共有特色产业企业
６６１６家，实现特色产业产值达到６２２亿元。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技术市场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共受理、登记技
术合同９项，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为１４１７４万元，
其中技术交易额１２８０９万元。

科技咨询研究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科技情报所
完成政府委托的项目咨询及软科学研究课题 “动

力锂电池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和设备” “永磁直流

无刷力矩电机 ＋数字伺服控制系统” “半导体自
触发击穿器件的芯片”“第二代太阳能发电设备”

“汕头市ＬＥＤ产业发展情况”“汕头玩具动漫产业
发展初探”共６个项目的调研论证工作，为汕头
市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科技培训　汕头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中国广
州分析测试中心举办了设备润滑磨损状态监测技

术交流会，联合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举办广东

省专业镇管理提升培训班 ２场，分别举办题为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 “挑战、机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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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关于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和发展谋略”的专

题讲座，成功举办２００９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骨干
信息员 （汕头）培训班。

【科技装备动员工作】　８月，汕头市科技装备动
员办公室举行挂牌仪式。中共汕头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罗仰鹏，汕

头警备区副司令员、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罗

昔为共同为市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揭牌，市国防

动员委员会部分成员、市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全

体同志参加了挂牌仪式。

市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的成立，加快了国防

动员社会化的发展趋向，是信息化条件下应急防

卫作战和支前动员保障的需要，能够充分发挥科

技管理部门的优势，加强科技装备动员手段研究

建设，指导协调全市科技资源，利用科技设施和

科技手段，实现全市科技装备动员管理、训练的

自动化、网络化，为部队军事行动和执行紧急任

务提供科技保障，对于发挥国防动员的整体效能

具有重要作用。

【科技成果与奖励】

科技成果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取得科技成果
６７项，其中，“全反式维甲酸的体内合成及其作
用机制”等 ３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超声弹性成像诊断系统开发”“ＺＣＦ－数字化高
性能铝盒包装成套装备”等７项科技成果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高精度激光全息防伪纸” “改良

襻式胆管空肠吻合预防术后胆管炎的实验和应用

研究”等 ２８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汕头市主要园林绿化树种害虫调查研究” “激

光全息转印防伪印刷品”等２３项科技成果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科学奖励　经汕头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
评审、汕头市人民政府批准，共评出２００９年度汕
头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４２项，其中一等奖１２
项、二等奖１５项、三等奖１５项。获奖项目技术
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３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８
项，国内领先水平有 １７项，国内先进水平有
１４项。

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广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汕头市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１１项，其中，汕头大学医学院的 “全反式

维甲酸的体内合成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广东金刚

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采用ＰＶＢ封装的新型
光伏建筑一体化组件及系统的研制、产业化与应

用”２个项目获二等奖，其余９个项目获三等奖。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大力促进专
利创造和运用，努力帮助企业提升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的能力，着力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取得了新的成绩。汕头市政府创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方案所确定的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广

东省副省长宋海在汕头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

政府上报的汕头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阶

段性工作汇报材料上作出了肯定性批示。国家知

识产权局主管的 《创新时代》创刊号对汕头市创

建示范城市等知识产权工作进行了报道，给予了

充分肯定。 “一种塑料吹塑机分布式自动控制系

统”等１０项专利技术被列入市专利技术实施孵化
工程。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４０吨级发
酵罐异养培养富含ＤＨＡ海洋微藻”项目被列入省
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专利申请、授权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新
增专利申请６６７８件，同比增长３８５％，高于全
省平均增幅１７个百分点，其中，新增发明专利申
请３３０件，同比增长５２１％；新增专利授权３６９２
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汕头市累计专利申请量达
３６６６０件，专利授权量达２４２０４件。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企业获得的省专利奖项目数
创历年之最：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

“玩具悠悠球 （极速飞鹰）”外观设计专利获得第

１１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广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
的 “一种淡水有核再生珍珠的养殖方法”项目获

得广东省第４届专利奖金奖；广东金玉兰包装机
械有限公司的 “激光图案压印生产工艺”等３个
项目获得广东省第４届专利奖优秀奖。

知识产权提升工程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知识产
权提升工程深入推进。龙湖区被列入国家首批实

施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濠江区被确定为省知识

产权试点区域，澄海区凤祥街道被确定为省首批

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专业镇；金平区包装行业、龙

湖区化妆品行业、濠江区工艺行业等被确定为市

特色产业运用知识产权推进工程项目；广东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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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广东金明塑料设备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
被确定为第４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市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被确定为省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邦领塑模实业有限公司

等１０家企业被确定为第４批市知识产权优势培育
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专利执法保
护取得新成绩。市知识产权局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公安部评为 “全国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

体”，被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评为 “广东省专利工

作 （行政执法）先进单位”。市、区两级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开展日常执法和 “雷雨”

“天网”专利专项执法行动，检查超市、医药商

店１０家，对近百种标注专利标记的涉嫌假冒专利
行为的商品进行登记。全年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

案件９宗，其中调解结案 ８宗、中止处理 １宗，
查处假冒专利行为案件１３宗。

继濠江区工艺制品行业协会成立知识产权保

护联盟后，２００９年，金平区食品商会和机电商会
携手上百家企业又分别成立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联盟并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公约。知识产权

保护联盟的成立，能够有效地帮助会员企业规避

技术壁垒，降低知识产权开发保护成本，推动行

业自主创新。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呈现新亮点。４月，
中国 （汕头）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成立，开通

了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公益电话

“１２３３０”，并建立了有１１家合作单位和２０多位专
家参加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网络。全年中心

答复群众来访来电咨询４４宗，办理维权援助案件
１５宗。市知识产权局与市工商联签订 《关于开展

汕头市工商联系统行业商 （协）会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工作合作备忘录》，开创了汕头市知识产权行

政管理部门与商会合力推进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工作的新模式。市知识产权局继续派出

“专利顾问”参加广交会知识产权投诉站专利组

的维权工作，指导和帮助汕头参展企业解决展会

期间遇到的专利纠纷２０宗。
知识产权环境营造　２月，汕头市政府出台

《汕头市实施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工作意见》，在全市全面启动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工作被纳入各级政府

议事日程，专利、标准职能部门建立起联系机制，

共同推进专利标准战略实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部门之间、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基本建立起联合

互动的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等，知识产权不断融

入到经济、科技、对外贸易、农业等方面政策制

定之中，推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举行了 “２００８年汕头市知识
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市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办公室于 “４·２６”期间在全市组织开展了以
“文化·战略·发展”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与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从４月开始在 《汕头日报》开辟为期１年的
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宣传专栏。市知识产

权局开展帮助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专题调研活动，指导和帮助企业运用知识

产权制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时制定出台 《促

进全市专利申请１０项措施》 《关于帮助企业提升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若干服务措施》，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对广东奥飞动

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奇佳机械厂有限公

司和汕头市夏野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等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

验进行大力宣传。系列宣传活动为汕头市营造了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争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的浓厚氛围。

２００９年，市知识产权局举办了市第２期知识
产权 （专利）人才培训班，培训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８６名，与各区县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服务
中心、市专利保护协会等部门联合在纺织服装、

精细化工、袜业、文具、包装印刷等有代表性的

行业协会或行业龙头企业中开展重点培训，先后

组织举办了９场培训班，培训企业科研管理和专
利工作人员１３００多人，取得了 “抓住一个行业、

拓展一个区域、巩固一个阵地、培育一批企业、

产出一批专利”的成效。

市知识产权局、教育局、团市委和市少工委

密切配合，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工作。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潮阳黄图盛中学、市桂花小

学、龙湖区金涛小学、潮南实验学校等５所中小
学被确定为市首批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新增

市华侨中学、潮阳黄图盛中学２所为省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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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试点学校。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已有省级
试点学校７所，市级试点学校５所。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列入广东
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有５个，获得科技经费５８万
元，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更为广泛，涉及法国、德

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

研究机构。广东粤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获批为广

东省国际科技 （医疗器械）合作基地，广东飞轮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获批为广东省国际科技 （玩具

产业）合作基地，这２个基地为粤东地区首次获
批项目，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汕台主要交流合作活动　经科技部批准，４
月１５—１６日，由广东省科技厅、全国台湾研究
会、汕头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科技厅、厦门市科

技局、华南农业大学会同台湾大学、台湾屏东科

技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湾嘉义大学、台湾文

化大学联合主办，汕头市科技局、广东国际科技

合作协会、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共同承办的第

３届海峡两岸园艺学术研讨会暨粤闽台园艺科技
学术论坛在汕头市隆重开幕。海峡两岸园艺产业

界的知名学者、专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广

东省科技厅、福建省科技厅、厦门市科技局的领

导，汕头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和企事业单位代表

等出席了活动。开幕式上举行了粤闽台茶叶星火

技术产业带建设签约启动仪式。研讨会围绕 “粤

闽台园艺产业与科技发展概况” “粤闽台园艺作

物品种、土壤营养、水分与病虫害管理、采后处

理与加工等的学术研究”“粤闽台园艺产业文化、

旅游与休闲产业的发展经验” “粤闽台园艺产业

科技信息合作与交流的可行性、方式、存在问题

及前景”“知识产权与粤闽台园艺业发展”“粤闽

台园艺企业与产业化经验” “粤闽台园艺产业在

金融危机下的挑战和机遇”等７个主题展开研讨，
来自海峡两岸园艺界的专家学者分别作学术报告，

台湾企业进行茶叶技术推介，与会专家学者探讨

粤闽台园艺产业交流合作问题，并参观考察汕头

市远东国兰有限公司、澄海区和平农场和汕头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

５月２６日—６月２日，由广东省科技厅组织，
省科技厅、汕头市科技局和濠江、潮南科技局代

表组成的 “赴台湾农业科学管理团”一行７人赴

台，对台湾的农业科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台期

间，参访团走访了宜兰县金车兰花园、台东县东

里碾米厂、屏东县东港区渔会、台北县东坑乡农

会和台北市果菜市场，参观了花卉、蔬菜、水果、

水产等多处生产加工基地，以及集生产经营、生

态观光于一体的台湾休闲农业。

国内其他主要交流合作活动　１１月２４日，科
技部主办的全国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工作交流会

在汕头市隆重召开，科技部农村司、广东省科技

厅、吉林省科技厅、河北省科技厅、汕头市政府、

汕头市政协、汕头大学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 （委、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农村处 （星火办）

主要负责同志，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单位代

表，以及农业科技专家代表共１３０多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广东省科技厅领导介绍了广东农业科

技的发展情况，吉林、江苏、广东、四川、山东、

重庆、浙江、甘肃和湖北的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与会代表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星火计划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星火计划管理办法

等作了探讨和交流。

１２月２７—２８日，由广东省科技厅、汕头市人
民政府、中国海洋大学、汕头大学共同主办，广

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汕头市科学技术

局、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承办的第３届汕头
海洋藻类科技发展论坛在汕头大学举办，省科技

厅、汕头市政府、中国海洋大学、汕头大学、市

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该次论坛。论坛以 “海

藻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发”为主题，来自全国藻类

界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６０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
汕头市本地的企业代表，分别就海藻栽培产业现

状与发展趋势、海藻深加工技术的发展态势、藻

类新品种选育与高产栽培技术、海藻产业化组织

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论坛的

成功召开，进一步深化了汕头市与国内海藻业发

达地区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对于提升该市海藻研

究技术水平和层次，推动该市乃至广东省海藻产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汕头市的科普基地建设
得到加强。广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的 “世界贝类

馆”被省科技厅等五部门命名为广东省青少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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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教育基地。市科技馆建成 “模拟人体解剖实践

室”“虚拟技术实践室”和 “青少年玩转思维实

践室”３个常设科普展室，全馆现有科普展室７
个，常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有

序推进，澄海区澄华街道华冠社区成功开展了

“创建和谐社区科普活动”。金山中学和长厦小学

开展科技创新竞赛活动，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科技

创新实践能力。５月中旬至６月中旬，汕头市开
展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汕头”为主题的 “科技进

步活动月”活动，市科技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

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科

普活动。

２００９年，汕头科技馆经汕头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批复正名，正名后机构级别、人员编制、

领导职数、经费渠道等不变。汕头科技馆的主要

任务是：举办常设性和临时性科普展览；组织科

普类型的报告、讲座、影视等教育活动以及面向

青少年和公众的科学实验与竞赛等实践活动；开

展面向公众的科技培训；承担科技馆大楼的管理、

维护、安全、保卫等工作。

５月１５—１７日，该馆策划组织举办了２００９汕
头计算机暨通信技术及首届动漫博览会，邀请全

市２０多家最有实力的通信、ＩＴ企业参加展会，同
时组织青少年扮演动画卡通、网络游戏的人物形

象及动漫作品展示，并举办人物形象扮演比赛。

完成建设广东省信息产业厅农村信息化培训中心，

并承接举办２００９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骨干信息员
（汕头）培训班，首期参加培训的农村信息员有

１２０名。全年共承办大型科普展览及科普活动 ８
项，完成各项学术报告会、讲座、论坛、技术演

示等科技活动４４场次，承接举办各类培训班６６
场次，全年共接受参观科普展览９５万人次。

【科技进步考核】　４—５月，在科技部和省科技
厅的部署下，经市政府同意，汕头市科技局组织

实施了２００９年度科技进步考核，对所辖六区一县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当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科技进步的情
况进行全面审核和综合评价。为保证考核的质量

和达到考核的目的，市科技局制订了 《２００９年汕
头市区县科技进步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市

政协副主席、科技局局长林依民同志任组长，市

直部门的有关人员及市政府科技咨询委专家委员

等９人组成的科技进步考核专家组。根据科技部
公布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科技进步考核结果，该市
的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澄海区、南澳县 ５
个区县通过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其中金平区、龙

湖区被评为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金平

区谢晓东、龙湖区张泽华等６人被授予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金平区黄奕蠧、龙湖区洪建芬被评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先进个人”。此
外，金平区还荣膺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县

（市）”，成为全省非珠三角区域唯一一个国家科

技进步示范县区。

（汕头市科技局　郑　昊）

韶　关　市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自主创新工作围绕产业、企
业两大主体，把握政策、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争取到省部
（院）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４个，工业领域科技计划
项目９个，农业科技计划项目２３个，社会发展领
域科技计划项目７个，省重大科技专项１个，省
现代信息服务业专项３个，省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项目４个 （其中１项获得科技部立项支持），累计
投入各类科技经费２０００万元，带动企业投入２亿
元，科技项目资金带动企业投入比率达１∶１０。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

科技进步和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如通过实施 “大尺寸液压油缸镀铬技术” “民科

园主导优势产业液压油缸镀铬共性技术攻关”等

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运用行业专利数据库资

源和液压油缸动态检测平台，凝练出高速旋转接

头、新型表面处理、智能化油缸等引领行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支撑特色产业跨越发展，提高了主

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轴承 “ＩＢ”品牌
优势和韶铸高速精铸产业优势导入冷辗成形新技

术，延伸轴承产业链，提升轴承品质。韶关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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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有限公司承担的 “轴承套圈冷辗密成形技术

研究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广东省 “节能

减排与可再生能源”重大科技专项立项。项目实

施后，可提高材料利用率２０％ ３０％，提高生产
率７ １０倍，降低生产成本２０％ ３０％，提高轴
承使用寿命３ ５倍。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新
增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３家 （省级１家、市级２
家），分别为广东省液压缸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依托单位：韶关市伟光液压油缸有限公司）、韶

关市高性能软磁铁氧体材料及器件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依托单位：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

公司）和韶关市随车起重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依托单位：韶关市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３０家，其中省级 １０家，涉及光机电一体化、
新材料、生物技术、医药等行业。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与中国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对接合作，双方互访１８次。韶关市伟光液压
油缸有限公司、广东韶配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项

目合作的形式与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对接，广东韶配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与广东工业大

学进行大尺寸液压油缸镀铬技术攻关合作，推动

大尺寸液压油缸电镀工序在韶关成功配套。

积极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组织国

家重点建设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进驻该市企

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累计引进省部企业科技特
派员３５名，与企业联合开展各类合作项目２０个。
国家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上海交通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及韶关市伟光液压油缸

有限公司、液压件厂有限公司等２０家液压机械装
备企业共同建立 “液压机械装备产学研创新联

盟”。

【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新增省级民
营科技企业３家，累计达８５家；全市民营科技企
业总产值达３９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全市民
营经 济 完 成 增 加 值 ２６１０５亿 元，同 比 增
长１３４％。

韶关市民营科技工业园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３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７％；实现工业增加值
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９％；完成外贸出口１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０％；实现税收 １５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５％；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
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　韶关市进一步加强企业自主
创新，逐步实现由引进为主到自主创新为主的转

变，增强了产业竞争力。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４家，累计达１７家；新增高新技术产品
２１个，累计达 １２８个；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１２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１１家企业落实研发
经费税前抵扣费用３０００万元。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继续稳步发展，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已成为韶关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之一。

【农村科技】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重点推进农业技
术创新，示范推广实用技术，组织实施省级专业

镇、星火技术产业带及山区专项等创新项目，开

展科技培训３０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拥
有２个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４个省级城镇化
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镇、５条省级星火技术产业带、
３个省级健康农业基地、１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科技示范镇。２００９年，全市推广应用农业新产
品、新技术６０项。

农村信息化建设成效明显。２００９年，韶关市
新建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农村信息直通车”信息

服务站点２１个、信息公布栏１９个，完善直通车
信息服务站点１０２个。在各县、镇、村组织开展
各种信息技术及实用技术培训３６期，参加人数达
２０００人次。全市拥有市级信息化主管部门１个、
信息化培训中心１个、县级信息化主管部门８个、
信息化培训中心８个、镇级信息化服务站１３３个、
村级信息化服务点 ８８９个、特色应用项目建设
１７个。

【专业镇和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仁化县丹
霞镇、始兴县城南镇被认定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

业镇。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省级、市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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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镇３０个，其中省级专业镇１１个。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的液压油缸、铝箔、有色金

属材料３个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总产值
达１１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０％，产业竞争力明显
提升。韶关乳源铝箔产业集群正式升级为广东省

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园区建设】　２００７年启动建设的韶关市科技企
业创业园是全省山区市中第 １个创业园 （孵化

器）。２００９年，该园软硬件设施日臻完善，基础
设施已竣工并投入使用。同年，该园制订了 《孵

化项目准入条件》《企业入孵的程序》《在孵项目

处理流程》 《韶关市科技企业创业园入孵企业管

理办法 （试行）》。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园引进
项目１０个，企业产品销售额达１２００万元。

【科技成果及奖励】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加快实施
自主创新行动计划，认真修订 《韶关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励办法》，明确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科

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开发、产学研结合、推广应

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

计划、项目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

大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做出显著贡献的公民和组织。

２００９年，奖励６５个获得韶关市２００８年度科
技进步奖的项目，其中，４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１１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２７项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获奖单位共９０个，获奖人数达４０２人。科技
成果转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４２个工、农业
项目新增产值２１亿元，新增利税５亿元。

韶关市获得２００９年度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２
项 （１项为第２完成单位）、三等奖１项。由丽珠
集团利民制药厂主持完成的 “现代中药参芪扶正

注射液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现代中药参芪扶正注射液

是国家药监局成立后审批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纯

中药澄明大输液品种，是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

中药保护品种、广东省名牌产品，被列入国家基

本药品目录及医保药物目录，获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被列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示范工程项目。参芪扶正注射液在中药注射剂

关键生产技术及质控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

运用数字化中药生产质控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中

药注射剂的质量稳定性、可控性和临床安全性难

题，已申请国内发明专利１５项、国际发明专利１０
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４项、国际发明专利
授权６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１项。２００９年，
该产品的销售产值达５２亿元，占全厂销售收入
的 ８０％；实现利税 １５１亿元，占全厂利税
的９０％。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出台了 《韶

关市贯彻＜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实施方案》。全市共有３０家重点工业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了知识产

权工作机构，为有效化解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 ５１４件，同比增长
２６２９％，其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３４８
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连续３年居全省
山区市首位；专利授权量为３１６件；拥有 ＰＣＴ国
际专利申请４件。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的
“高压水除磷系统”项目和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

光化成箔有限公司的 “电解电容器阳极铝箔腐蚀

工艺”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广东专利优秀奖，６个专利
项目获第１８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奖 （银、铜奖各３
项）。

１１月１８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办公室组织召开了韶关市旅游产业知识产权工

作座谈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韶关市具有丹霞景
区特征的旅游产品专利申请共１９件，其中发明专
利２件、外观设计专利１７件。发明专利主要是利
用丹霞地区特产资源如中药、农副产品所组成的

保健品配方和食品配方，外观设计专利主要是利

用丹霞地区特有景色的图片和照片所开发的产品

外包装盒和产品标签。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韶关市建立高层
次科技合作对接机制，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对接合作，双方频繁互访达２０次。２月，中
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一行

６人来韶考察，洽谈合作事宜。
６月，市委书记徐建华、市长郑振涛率科技

局等部门负责人访问华南理工大学，并与校方就

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等事项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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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韶关市组织液压机械装备产学研创新
联盟成员企业赴上海参加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

制技术展览会，并到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

程学院访问，开展科技人才、技术对接，达成合

作意向１０项。

【科普宣传与培训】　以 “科技进步活动月”为

载体，深入开展科普知识进园入村到户活动。５
月，韶关市科技局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市科协等部门举办 “科普进校园”活动。６月，
韶关市科技局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绿色化工研究

所在乐昌梅花镇王家迳村开办保水剂现场示范培

训课，共培训２００多名农民。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与信

息化的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市科技局有针

对性地为企业免费开办各类信息技术培训班和讲

座活动１０场。根据 《广东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大规
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及 《关于实施干部

信息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精神，市科技局承办

培训７期，培训人员２２９人。

【科技进步实绩考核】　韶关市率先在全省对科
技进步实绩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出台了 《韶关市

推进县 （市、区）科技进步实绩考核暂行办法》，

使考核机制法制化、规范化。各县 （市、区）加

强领导，逐步加大科技投入，科技管理机构更加

健全，开展的科技工作更加具有地方特色。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经科技部公示，韶关市、乐昌市、乳源
瑶族自治县、南雄市、始兴县、仁化县、新丰县、

武江区、浈江区、曲江区均通过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

【防震抗灾】　加快防震减灾体系建设，新建地
震宏观观测点３个，加强地震监测预报。积极开
展农村建设抗震设防示范工作，已完成曲江区、

仁化县２个农村民居地震安全示范村选点和建设
工作。围绕全国首个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宣传
周，深入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和演练活动。邀请省

有关专家作客韶关市广播电台，向韶关市民普及

地震常识。在韶关市中小学校举行地震演练活动

５场，参加人数达２１００人。协助中国广东核电集
团有限公司完成 “广东韶关核电可行性研究阶段

地震安全性评价野外工作”，并通过验收。

（韶关市科技局　刘锡禧）

河　源　市

２００９年，河源市科技工作坚持以提高自主科
技创新能力为总目标、总任务，整合创新资源，

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和对

外科技合作，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

继续解放思想，努力推动全市科技工作上新台阶，

为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较好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对河源市的影响。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组织申报国
家、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１５４项，立项６１项，
其中重大专项７项；组织实施市级社会发展计划
项目５５项。

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技术

研发水平，促进了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如紫

金县金山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 “广东省

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项目获省科技厅批准，

依托这一项目研发的新品种在广东省第８届名优
茶质量竞赛活动中获得了乌龙茶类金奖。同时，

紫金县立国制药有限公司成功申报了 “广东省头

孢类原料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并以

此为契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００９年，河源市获
认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４家，分别是：
依托河源市西可通信技术设备 （河源）有限公

司、劲达技术 （河源）有限公司、河源市粤兴实

业有限公司、广东紫金正天药业有限公司建设的

广东省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及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广东省运输制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ＬＥＤ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
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至此，河源市省

级工程中心数量增至８家。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４家，分别为河源市数
字电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河源市皮肤病用

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河源市印刷工艺工程

５８３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河源市防火绝热节能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累计达２８个。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组织申报省部
产学研、省院产学研项目等７０项，比２００８年增
加３５０％，其中１７个项目获得立项，比２００８年增
加１７０％，分别为：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９项、省
部产学研结合项目—基地建设专项２项、广东省
重大科技专项２项、广东省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
合作项目１项、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企业科技特
派员行动计划专项项目１项以及其他２项。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已有４０多家企业与
国内外、省内外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

中有２０多家企业与高校共建了研发机构，创建产
学研示范基地４个、产学研战略联盟１个。２００９
年，河源市手机制造企业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开

展多模手机终端自适应智能优化接入平台、多模

移动终端硬件关键技术研究、支持多种移动终端

的信息分发平台等研究；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合作开展立体手机研发及其产业化研究；依托

广东省教育部立体视频产学研结合研发基地，针

对立体手机进行研发和产业化工作，研究立体手

机整体解决方案、立体手机生产和后续服务、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立体手机产品等。积极推

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已有
省部产学研科技特派员２５名。

各县区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和平县水果研究所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合作，

成功选育出雄性猕猴桃新品种 “和雄一号”；和

平县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

利用酶直接制取海藻糖，利用甲壳素的成藤性、

抗菌性和功能性和海藻糖混合制取高效食物纤维，

开发高纤维大米研制项目等。通过实施这些产学

研合作项目，大大提高了河源市企业的创新能力，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１家———河源市超越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全市累计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６家。

新兴产业　为加快推动 ＬＥＤ产业做强做大，
形成河源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河源市在对全省ＬＥＤ行业调

研的基础上，成立了ＬＥＤ产业领导小组，制定河
源市ＬＥＤ产业发展路线，大力扶持河源市粤兴照
明实业有限公司、河源市超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等开展技术攻关和路灯示范。市科技局承担了省

科技厅 “千里十万”ＬＥＤ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项
目，在市区主干道推广２万盏 ＬＥＤ路灯并将 ＬＥＤ
推广项目申报国家发改委认证，此重大项目的实

施必将极大地推动 ＬＥＤ照明产业在河源市的
发展。

科技孵化器　６月，河源市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科技企业孵化器）正式挂牌运作。首期

建筑面积达２万多平方米，可容纳３０ １００家科
技企业进驻，是广东省产业转移园中第１家科技
孵化器。仅在２００９年，孵化器就有十多家企业进
驻。孵化器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快河源市高新区

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

电子信息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认定广东省城镇
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２个，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１家，市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８家，健康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２个，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试点１
个，省级星火技术产业带１个。

农业创新平台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河源市初
步建立了国家、省、市三级以农业科研、高校和

企业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业科技自主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基本涵盖了油茶、水果等各县

区主要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品种选育、种植栽培、

土肥、植保以及饲料等领域，为提升河源市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在这一方

面，各县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２００９年，东源
县与省农科院建立了广东省农科院植物医院东源

分院，该分院设在东源县生产力促进中心，下设

中心门诊部１个，并分别在船塘和顺天镇开设２
个门诊部。

特色生态经济　生态，是河源最大的优势，
也是河源基础最好、特色最优、潜力最大的资源。

河源市积极组织引导各县区、企业等申报农业类

科技计划项目，努力推动河源市特色生态经济的

发展。龙川县为河源市特色生态经济的兴起创造

了良好开端。２００９年，龙川县的 “油茶无性系丰

产技术示范与深加工产业化”项目获科技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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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项目。该项目

针对龙川县油茶产业发展现状，通过开展油茶良

种繁育和进行低产茶林改造，提高油茶产业的质

量与效益，最终将龙川油茶产业做强做大。计划

４年内新建油茶无性系苗木繁育生产基地约１３３３
公顷，推广种植优质油茶面积约０４７公顷，完成
油茶低产林改造面积１万公顷，使龙川县油茶林
总面积达到２万公顷，年实现油茶产值８亿元以
上，使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２５０元。

以柠檬、春甜桔、板栗、鹰嘴蜜桃、猕猴桃

和脐橙为主导产业，由河源市中兴绿丰发展有限

公司、东源县板栗发展有限公司、连平县茶果有

限公司、和平县紫云峰猕猴桃协会、龙川县利民

水果有限公司、紫金县好义伟业种养场共同承担

建设的东江上游特色水果产业带项目获得省科技

厅审批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河

源市特色生态经济的兴起，让优美的生态环境发

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专业镇建设】　２００９年，市委政研室与市科技
局一同开展了专业镇专题调研，重新修订了 《河

源市技术创新专业镇管理办法》，完善河源市技术

创新专业镇申报书和合同书，加强对市级专业镇

的监督和管理。

２００９年，以花生种植加工产业为主的高莞镇
被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新增市

级专业镇８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河源市已拥有
省级专业镇１３家，市级专业镇２４家。全市专业
镇的规模壮大，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优势产业的长

远发展，推动了镇级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
识产权工作水平。２００９年，河源市新认定国家级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
家，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２所。
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申请２４５件，专利授权２３３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专利计划项目　在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的培育方面，源城区科技局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源城区科技局依托２００８年被列为知
识产权试点区的契机，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体系、营造重视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为基

础，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及时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措施，提高了企业对知识产权创造、

管理、保护和运用的能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以 “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加快企业技术创

新，逐步提高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进而

提升河源市的产业竞争力。２００９年，河源市粤兴
照明实业有限公司被省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广东省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执法力度　联合市区工商局、版权局、公安
局以及河源海关等单位开展 “４·２６”知识产权
宣传和执法巡查活动，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维权

环境，同时，加大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调处力度，

保障专利权人的利益。２００９年，调处专利侵权案
件２宗，结案２宗。

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２月，河源市生产力促
进中心与广州市南锋专利事务所合作，成立了广

州市南锋专利事务所河源办事处。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该事务所共受理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４７件，
其中商标保护７件、专利信息咨询８件、专利代
理服务３２件，３０个专利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受理。结合河源市实际情况，开展了知识产权信

息的收集、检索整理，建立了专利信息库，收集

将过期专利３０个，为今后的知识产权服务打下一
定基础。

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联
合市教育局等部门认定了１０所学校为市级知识产
权教育试点学校，下达了市级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工作经费。省知识产权局对河源市 “充分调动各

方面的条件资源积极开展适合当地特色的中小学

知识产权教育活动，走出了较有特色的知识产权

教育道路”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源城区

下城小学和东埔中学被认定为广东省中小学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学校。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深入７所
学校开展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讲座，深受教师和

学生的欢迎。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与
市科协、市教育局合作，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参加

第２４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平县福和
高级中学学生设计的 “厕所节水装置”和 “安全

防碎体温计”２项专利获得大赛专利奖。

【防震减灾】　加强震情监测，做好地震趋势分
析会商工作。积极配合省地震局做好３个强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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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数字强震台的选
址工作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开展

“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周防震减灾宣传”系列活
动，举办防震减灾助理员培训班，在市、县区主

要学校开展汶川大地震和地震知识图片巡回展览。

２月２０日，市科技局联合市政府应急办、市教育
局在市第一中学举行师生地震应急避震疏散演练。

（河源市科技局　王　冲）

梅　州　市

２００９年，梅州市生产总值达５０９５１亿元，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 ９８％，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１０５９８亿元，增长６３％；第二产业增加值为２０５９２
亿元，增长９３％；第三产业增加值为１９７６１亿元，
增长１１９％。三次产业构成为２０８∶４０４∶３８８，对
比 “十五”期末的２００５年，第一、第二产业比重
分别下降２３个百分点和１１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比重上升３４个百分点。全市生产总值中民营
经济增加值为２７６４５亿元，增长９７％；人均生
产总值为 １２３２１元，增长 ９３％；税收收入为
８２５６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３８％。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市共有省级工程中心
１６家，市级１１家；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１家，
省级６家，市级６家；广东省双转移技术对接中
心１家；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１０个；省
级生产力促进中心４家；广东省创新型企业２家；
广东省创新试点企业２家；广东省 “百强创新型

企业培育工程”示范企业２家；国家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１个，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３个。

【重大科技活动】

科技奖励大会　３月，梅州市委、市政府在
市委礼堂隆重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省科技厅党组

书记、厅长李兴华，梅州市市长李嘉，市人大、

市政协、市纪委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代

表颁奖。会上，梅州市人民政府与省科技厅签订

《梅州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加快科技创
新实现绿色崛起科技合作协议书》，与武汉理工大

学签订 《梅州市人民政府　武汉理工大学全面合

作意向书》。

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实施５周年系列活动
６月，市科技局联合梅州市畜牧局配合省科

技厅、省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实施办在梅州市成

功举办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实施５周年纪念
活动。组织省农科院兽医所、省情报所、省科技

信息中心、广东省前沿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专家，在梅州市举办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种子

信息员培训班和兽医远程诊疗系统应用与猪病防

治技术培训班。活动中，专家讲授了 “信息资源

组织与采编发技术” “常见猪病的防控技术”和

“动物疾病远程诊疗服务中心系统的操作技术”

等课程。专家现场与养殖户互动交流，解答养殖

户提出的问题，气氛热烈，反响良好，深受养殖

专业户欢迎。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梅州市共向科技部
和广东省科技厅申报科技计划项目１５０项，其中
１１８个项目获得立项。全年争取科技专项资金
４８５８万元，其中，省知识产权局立项经费６９万元。

【产学研合作】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共有产
学研示范基地１３家。２００９年，梅州市在推进与高
校建立战略合作方面取得新进展，成功引进４９位
专家教授分别进驻４５家企业，缓解企业技术和人
才不足的问题。

３月，梅州市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市已与４家高
校建立全面、战略性的科技合作关系，与５４家高
校建立项目合作关系。

１０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云山客车厂共建的
汽车实验室在梅州市挂牌成立。“哈工大—广东云

山汽车设计与制造技术实验室”是梅州市引进的

首家国家重点建设实验室。其主要依托 “宇航空

间机构及控制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共同组建分

实验室，开展大型客车、特种汽车等共性技术和

关键技术的研究。

１０月，梅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科技厅在兴宁举
行梅州市产学研结合项目对接、 “双提升”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论坛活动。活动中，共有４７个产学
研合作项目签约，并举行铜产业创新联盟和科技

特派员合作签约仪式。

８８３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１１月，华南理工大学 （梅州）现代产业研究

院在梅州高新区畲江园区挂牌成立，标志着华工

与梅州市全面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民营科技企业】　大力开展现代民科企业自主
创新示范，鼓励民科企业申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项目，促进民科企业发展。２００９年，梅州市新认
定省级民科企业１家，至此，梅州市共有省级民
科企业７９家。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９年，全市７０
家省级民科企业总产值达３９０５７７９万元，资产总
额６５７０１７７万元，技工贸总收入３２７７４４５万元，
利润总额１７６３５１５万元，上缴税金６９５８１万美
元，创汇总额１０５００８万美元。

【高新技术产业】　梅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
布在电子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技术领域。２００９
年，梅州市共有８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２８家，其中，产值超２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３家，超亿元的高新技术企
业９家。全市共有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６５
家，生产高新技术产品达１２６种。２００９年，梅州
市高新技术企业技工贸总收入达２５１２亿元，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４０１７亿元。

【农村科技】　２００９年，梅州市成功开通广东农
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动物疫病远程诊疗梅州信息服

务平台、梅县松口信息直通车工程示范点、兴宁

市 “农村—乡镇—医院急救、保健网络系统”。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市共开通使用信息直通车
工程示范点６６个。

【专业镇及特色产业发展】　梅州市充分发挥特
色产业优势，大力促进机电、铜和电声特色产业

基地发展，努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和快速

发展，带动梅州市产品结构优化升级。２００９年，
梅州市新认定省级专业镇４家、市级专业镇７家，
累计共有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２１家，市级１９家；
３家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产值达１００亿元，
２１家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特色产业产值达 １１２
亿元。

【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９年，梅州市共受理市级
科学技术奖项目 ４０项，最终有 ３５个项目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梅州市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２项，
二等奖９项，三等奖 ２４项；按行业分：工业 １２
项，农业１６项，医疗卫生７项。“工业炸药自动
化包装成套设备”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在获奖项目中，可直接产生经济

效益的项目累计新增产值５３６６４万元，年新增利
税３２７１万元。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的 “自

主研发３００ＭＷ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及资源综合利
用工程”项目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多项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梅州市专利申请量
为４８５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４８７７％，专利授权量
为２７７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３３８２％；开展知识产
权专项执法行动４次，查处冒充专利７件，不规
范专利标记１３件；调解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
１宗。

广东梅县梅雁电解铜箔有限公司被确定为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该公司的 “电

解铜箔多卷分切方法”发明专利获２００９年广东专
利优秀奖。

１２月２３日，梅州市人民政府印发 《梅州市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方案》。

梅州市知识产权局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全国

知识产权培训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市共有全国企事业单
位知识产权试点单位１家，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
区域２个，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７家，知识
产权试点学校６家。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５月，梅州市科技系统在
全市范围举行大型的科技下乡和科技咨询专题活

动，为广大民众送去先进适用的科技知识和实用

技术。在 “活动月”期间，全市共为 ５００多名
群众义诊，送去各类先进适用农技书籍、资料

１２０００多份，良种果树 １００００多株，名贵树种
８０００多株，食用灵芝、虫草８０００多份，展示防
震减灾等科技宣传画册、挂图３０多幅。参加活动
的群众达到１２０００多人，活动收到实实在在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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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意识。

【防震抗灾】　梅州市坚持 “预防为主、防御与

救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健全监测预报体系，

提高应急救援水平，加强避险场所建设，完善避

险场所配套设施，加大地震知识宣传，督促和指

导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地震应急避险演练。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梅州市已建有被国家地震局纳入监
测网的梅县柱坑、龙虎地下水前兆观测站，省地

震局建立的数字化测震台，市县一级的地震电磁

波和地下水前兆观测点，地震信息模拟台显示反

馈系统，地震重力观测点１６个，各类规格的应急
避险场所４３９个，农村民居地震安全示范点３个。

（梅州市科技局　饶火东）

惠　州　市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部门认真落实 《珠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强科技园区建设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全面推

进产学研合作，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开拓奋进、务求实效，顺利完成了全年

科技工作的各项指标任务，为推动该市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综合实力
进一步增强，科技进步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贡献

率在５６％以上，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５３％
以上。惠州市连续３次获得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

先进市”称号。

【科技政策环境营造】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相继制
定出台了 《惠州市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 ＞科技与自主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惠州市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
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惠州市实施国家及省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若干意见》 《惠州市应用技术

研究与开发资金使用暂行管理办法》 《惠州市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惠州市专利申

请费用资助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明确科技创新对该市建设五

大基地的核心作用，为推动惠州市自主创新战略

的深入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业务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２００９年，惠州
市科技部门正式启用市级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开通了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评审、审批、合

同管理、拨款管理、执行管理、验收管理等功能，

基本实现了该市科技业务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有

效地提高了市科技部门行政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

能力，方便了社会公众办理和监督相关科技业务，

为深、莞、惠乃至全省实现科技管理信息交换与

共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交换长效机制打下

基础。

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施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推
荐国家级科技计划４８项、省级科技计划２０６项，
受理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４２５项。各级科技计划项
目立项３４４项，获财政支持资金８１６２万元。其
中，国家级项目１１项，包括国家创新基金立项３
项、国家富民强县计划１项、国家 “８６３”计划１
项、国家支撑计划２项、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各１
项，获财政支持资金３６２万元；省级项目７０项，
获财政支持资金２８９０万元；市级项目２５２项，获
财政支持资金４９１０万元。

积极推进电子信息、新材料、环保、农业等

领域的产业关键技术攻关。ＴＣＬ集团一期液晶模
组、二期整机一体化项目建成投产，使彩电全年

利税达到了４８７亿元，较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８０倍，
该集团与深圳合作的８５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开始
动工建设。德赛集团与中科院合作开发的手机三

合一芯片项目进展顺利，将大幅度提高移动多媒

体终端的性价比和附加值，增强国产个人多媒体

终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正源微电子有限公司研

制的手机功率放大芯片项目顺利投产，填补了国

内空白。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共获得省级重大科技项
目立项６项、粤港招标项目１项、产学研重大科
技项目１项、农业领域重点科技项目１项、实施
市级三大集团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项目１７项，
这批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将加快提升惠州市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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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在行业、领
域具有综合优势的企业中新组建市级以上的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 （农创中心）１６家，其中新组建省
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４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市企业共组建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和农业创新中心９７家，其中国家级３家，省级２９
家。另外，还建立了２个博士后工作站，６个市
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

科技创新体系。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积极组织企业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接，广泛发动企业申报产学

研项目和省院合作项目，取得显著成效，项目申

报数和立项数均创历史新高。全年共推荐省部产

学研项目５７项，１２个项目获得立项，获专项经费
５８５万元；推荐广东省中国科学院战略合作项目
１３项，６个项目获得立项，获专项经费４５０万元；
组织实施惠州市产学研结合项目４６项，获扶持经
费５９０万元；新组建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１
个，累计达３个。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引进了来自全
国４４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共１０４名企业科技特派
员，派驻到全市７３个科技型企业中。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部门制
定并实施 《惠州市民营科技企业认定办法 （暂

行）》，启动市级民营科技企业认定，经过审核认

定市级民营科技企业２６家，组织认定省级民营科
技企业７家，超额完成年度认定２０家民营科技企
业的目标任务，激发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新活

力。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惠州市共认定省级民营科
技企业１７１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２１家，全年总
产值达１３５亿元，研发经费达１６亿元，利润总
额达５９亿元。

【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　惠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新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２９家，新认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１家，超额完成年度认定２０家的高新技术企业
的目标任务。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按国家新标
准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７３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产
品累计达２７５种。２００９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１３１７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７％；产品增

加值２９４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８８％；出口产品
销售收入９５９３亿美元；产品利税总额９３８８亿
元，同比增长９１７９％，其中利润５７７６亿元，同
比增长４５６６％。

【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新获批３
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分别为：惠城区沥林镇、

惠阳区镇隆镇、博罗县罗阳镇，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全市专业镇累计达１２个，产业集群不断发展
壮大。同时，加大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力

度，惠东黄埠的鞋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博罗园洲的

服装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

２００９年，根据省科技厅的要求，为推动惠州
市专业镇发展全面升级，惠州市科技局与省科技

情报研究所共同编制 《惠州市专业镇发展规划》。

该规划包括惠州专业镇发展背景与基础、发展思

路目标和战略布局、专业镇发展重点任务、专业

镇发展对策措施等部分，充分分析了惠州市专业

镇的现状，提出了惠州市专业镇未来５年的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等，为惠州市专业镇

的转型升级指明了发展方向。

【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仲恺区被认
定为广东省火炬计划汽车电子特色产业基地，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仲恺高新区已被认定为国家电子
信息产业基地、国家 （惠州）视听产品产业园、

国家通信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惠

州仲恺激光头产业基地、广东省高能环保电池特

色产业基地等。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被
认定为广东省火炬计划石油化学工业特色产业基

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仲恺区已被认定了３个国
家级特色产业基地和３个省级特色产业基地。

【科技服务体系】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达十多家，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４
家。仲恺高新区科技创业中心自２００８年被认定为
省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来，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孵企业达到６５家，并已有３
家企业顺利毕业。惠州工业园孵化器已投入使用，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孵企业达４家。此外，大亚
湾科技创新园区也已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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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部门
共组织、主持了３７项科技成果鉴定，其中省级科
技成果鉴定９项，有１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全年共组织验收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５５
项。惠州市共推荐２００９年度省科技奖励项目２０
个，获得公示的有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受
理２００９年度惠州市科技奖励项目６７项，已全部
完成行业评审工作。签订６８２份技术合同，合同
交易额３２７０３７万元，技术交易额３１０６８５万元。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大力推进专
利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的发明专利技术项目被列入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

获得省知识产权局的重点支持。惠州市科技部门

下达了８个知识产权产业化项目，扶持资金９０万
元；组织实施了１０个重点知识产权企业专利发展
计划项目，扶持金额达５０万元。２００９年，该市共
获得 “中国专利优秀奖”２项， “广东专利优秀

奖”１项。
知识产权试点工作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启动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申报工作，制定了 《惠州市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方案》，成立了惠州市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领导小组。通过周密细致

的工作，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批准成为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获批准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２００９年，惠州２家企业被评为广东省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９家企业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２家企业获 “全国企事业知识

产权示范单位”称号。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专利申请
量达到１７６１件，较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５１８１％，增幅
列全省第３位，其中发明专利３５９件，实用新型
专利８０１件，外观设计专利６０１件；专利授权量
为９８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７３件，实用新型专利
４８８件，外观设计专利４２４件。

２００９年９月， 《惠州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管
理办法》出台。市科技部门做好专利资助的宣传

工作，确保专利申请资助资金到位，全年共资助

专利３９９项，资助金额达４２１７万元。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部门作为

创新对接工作主要职能部门，积极做好珠江口东

岸深圳、东莞、惠州３市对接工作，成立了深莞
惠区域科技创新专责小组，制定了 《惠州市落实

＜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 ＞加快
推进与深圳东莞创新体系对接实施方案》等多项

文件，明确了在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科

技资源共享、知识产权合作、企业融资服务、科

技人才交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科技政策

体系建设等方面对接的工作目标和措施。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连续第３年荣获
全省地级和地级以上市防震减灾综合评比二等奖。

监测工作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在全省率先完成
了惠东和博罗县２个数字强震台的土建工程。配
合省地震局专家完成市地震前兆数字观测站水位

观测仪和地震前兆观测模拟演示系统的安装和调

试。做好地震速报和日常震情跟踪、排查和备案

工作，全年共排查群众来电报告的 “疑似地震”

近２０次。
抗震工作　为提高地震应急和救援能力，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局制定了市防震抗震救灾应
急指挥中心扩建初步方案，逐步完善地震应急指

挥软硬件设施建设；拟制了市地震应急基础数据

库和应急指挥辅助决策系统方案，并通过了市专

家组的评审。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科技局协调配合省地震局对
惠州报业大厦、城区公安分局维稳中心等３项重
大建设工程进行了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为家华

房产等近２０项工程提供了地震影响小区划成果报
告；启动了惠东县和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地震

影响小区划工程；配合做好拟建惠州核电站选址

有关工作；配合市教育局等部门做好中小学校舍

安全排查工作。在已选定的１４个示范村中，有７
个示范村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待
省专家组验收；另７个示范村也已开展前期建设
工作。同时，完成了对示范村村委会成员和建筑

工匠进行农居地震安全知识培训等相关工作。

宣传、培训、演练活动　２００９年，惠州市积
极开展 “５·１２”全国首个 “防灾减灾日”宣传

咨询活动，惠州市科技局编印地震知识宣传画、

小册子、折页和宣传单等宣传品数万份 （套），

发放给各县、区和有关单位，联合有关单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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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并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

防震减灾知识。大力开展防震减灾知识 “进企

业”活动，向惠州工业园区管委会赠送了一批防

震减灾知识宣传资料。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开展

了以 “汶川特大地震对该市防震减灾工作的启

示”为主题的防震减灾理论研究，在 《惠州日

报》等报刊上发表数篇理论文章。一年来，市地

震办出刊 《防震减灾工作参考》１２期，为国家、
省、市有关媒体提供信息５０多条。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联合惠东县地震局、共青

团惠东县委和县科协联合举办防震减灾知识培训

班；联合惠东县地震和建设部门开展防震减灾知

识培训，并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尝试向学员颁发

培训证书；指导有关学校 （幼儿园）举行地震应

急演练，共计有近千名师生和２００多名医护人员、
消防官兵、青年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演练。

（惠州市科技局　钟参云）

汕　尾　市

２００９年，汕尾市全面实施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实现 “五年大

变化”的指导意见》和 《汕尾市实施砍掉落后尾

巴行动纲要》，全力推进 “双转移”和 “四推进

一保持”工作，以实现 “五年大变化”和 “砍掉

落后尾巴”为目标，以促进科技创新为中心，以

加强平台建设为手段，努力构建 “产业、区域和

开放型工作”三大创新体系，促使全市科技工作

取得了新突破，为全市经济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汕尾市共申报国家
级、省级和市级科技项目１００项，已立项５８项，
获科研经费１２０２万元。其中，五丰水产品有限公
司申报的 “农转资金”项目获科技部立项，获科

研经费５０万元；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４０项，
获科研经费６９２万元；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１７
项，下拨科研经费４６０万元。此外，汕尾市还编
制了社会发展计划项目２８项。

２００９年，汕尾市科技局加大了对已立项科技
项目的管理力度，印发了 《关于加强科技计划项

目跟踪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对在研项目的跟踪

管理，清理２００７年以前尚未验收的省级项目３２
个，完成了３个省级项目的验收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度２９个市级项目的验收。

【产学研合作】　为大力实施汕尾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发展 “海岸经济”的战略部署，２００９年，
汕尾市科技局在对全市海洋产业重点企业技术现

状与技术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与中科院合

作重点项目和首个启动项目———在汕尾市海洋产

业中 “构建一个服务平台、构筑一条产业带、建

设三大示范区”，以充分发挥中科院科技与人才优

势，把汕尾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此项工作

已完成了合作框架协议的起草和合作事项的策划，

逐项落实对接研究所和具体专家、教授。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作用，积极加强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派

出技术专家，长驻挂钩扶持企业，协助企业开展

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服务，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

技术瓶颈，开阔企业的发展思路，提升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汕尾市已有１６家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签
订了科技特派员协议。

【技术创新专业镇】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汕尾市
共有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６家，市级专业镇 １０
家。围绕汕尾产业发展和产业聚集的需要，加快

区域公共创新平台和服务建设，２００９年，汕尾市
６家省级专业镇申报了省级专业镇创新支撑计划
和专业镇企业创新计划项目，其中海丰可塘镇和

陆丰东海镇申报的项目获省科技厅立项，获经费

６０万元。２００９年，海丰城东镇、陆河新田镇、陆
丰东海镇申报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陆丰东海镇获省科技厅批准，获 ２０万元经费
支持。

６月１７日，由省科技厅主办，广东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汕尾市科技局承办，海丰县科技局协

办的广东省专业镇管理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海丰县

开班，这是省科技厅为全省专业镇应对金融危机

而举办的专题培训班首站，培训班邀请了华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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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祁明作 《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专题演讲。

７月７日，由省科技厅主办、广东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和汕尾市科技局共同承办的广东省专业

镇管理提升专题培训班和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专

题讲座在汕尾市举行。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市知识产权局被公
安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知识产权执法先进单

位，叶汉汆、陈义流分别被评为全国和全省知识

产权执法先进个人。

２００９年，汕尾市专利申请和授权工作顺利开
展。专利申请量为２８３件，较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４件增
长７３％，其中，发明专利 ２５件，实用新型专利
５４件，外观设计专利２０４件；专利授权量为１５２
件，较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９件增长９％，其中，发明专
利１１件，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件，外观设计专利
１１１件。

８月２０日，由广州市亚组委及各举办城市分
赛区筹委会、广州市知识产权局、佛山市知识产

权局、东莞市知识产权局、汕尾市知识产权局共

同举办的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举办城市巡回宣讲

会在汕尾市举行。

１１月４日，第８届粤东知识产权局长联席会
议在汕尾市召开，汕头、汕尾、揭阳、河源、梅

州、潮州和惠州七市代表参加了会议，惠州市知

识产权局作为新成员首次参加。会上，各市代表

围绕今年议题 “加强专利保护，促进区域发展”

进行座谈，总结交流了各自专利执法的情况和经

验。为进一步整合区域内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资

源，与会代表还商讨了 《七市知识产权执法培训

资源共享协议》。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１０月１５日，由省科技厅主
办、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承办、市科技局和农业局

协办的安全农产品中日技术交流会在汕尾市举行。

该次交流会邀请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总研国际客座

讲师苏云山先生 （京东大学博士）和鷇口哲夫先

生 （东京农工大学博士）分别讲授了农产品安全

生产及质量监测等方面的知识。

【科普宣传】　结合 “科技进步活动月”，汕尾市

科技局加大了宣传和培训工作，努力提升企业和

社会公众的科技意识和创新意识。２００９年，市科
技局共举办了科技宣传培训活动７场，参与活动
人数近２０００人。

“三下乡”活动　结合 “科技进步月”活动，

汕尾市与陆河县两级相关部门联动，在陆河县河

田镇人民广场举办了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

乡”活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专家、科技工作

者５０多人和２００多名群众参加了活动。该活动通
过义诊、科技咨询、新业务推介、图片展、发放

图书、资料等多种形式宣传科技、专利、地震、

卫生、教育、法律等知识，现场发放各种宣传资

料１万多册，义诊２００人次，发放农作物新品种、
化肥等农资产品近 １００袋，种养技术咨询 ３０多
人次。

讲座培训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到汕尾市举
办专题讲座和办班培训，培训专题有 “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知识专题讲座”“省市级专业镇管
理能力提升培训” “企业研发费税前抵扣专题讲

座”“安全农产品中日技术交流会”等。

【防震减灾工作】　２００９年，汕尾市跟踪落实
《汕尾市地震应急预案》，组织编制了 《汕尾市地

震局地震应急预案》，指导当地地震应急工作的

开展。

地震监测　２００９年，根据全省地震台网建设
布局和地震监测为大型建设项目服务的需求以及

汕尾市属国家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实际，着

重推进该市首个ＧＰＳ基准站和省局陆丰测震台的
建设，初步确定了陆丰甲子的玉宫山、甲西的玉

带石及碣石的金厢等３个可建设场地。
地震教育演练　２００９年，该市、县两级地震

部门密切协作，在学校举行了６场防震避震应急
模拟演练。特别是在陆丰市东海第三中学举行的

防震避震应急模拟演练，影响较大，市、县两级

教育局局长、部分中学校长和中心小学校长共

１５０多人观摩了演练。该演练被作为范例在全市
各中小学进行推广。

２００９年，该市地震局编辑了小学、初中、高
中三个阶段的防震减灾知识校本教材，为全市中

小学校安全教育的必读课程使用。防震减灾知识

校本课程教材纳入中小学校安全教育的必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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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是首创，对推动汕尾市防震减灾宣传和地

震知识普及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汕尾市科技局　林植峰）

东　莞　市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支
撑作用，以全面推进实施 “科技东莞”工程为抓

手，创新工作思路，加大工作力度，科技创新各

项事业取得较大进步。东莞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城市验收，获批为国家 “十城万盏”半导

体照明试点城市、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单

位、广东省首批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和广东省制造

业信息化示范市。东莞市知识产权局荣获 “全国

知识产权系统执法先进集体”称号，东莞市科技

局被评为全市先进集体。

２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一
行到东莞进行专题调研，现场指导松山湖产业园

区申报国家级高新区工作，鼓励企业大力开展科

技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重要科技活动】

传达贯彻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暨２００９年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　９月１１日，东莞市隆重召开了东
莞市传达贯彻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暨２００９年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大会对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电子制造企业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开发和应

用”等９８个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予以表彰，共奖励１３３５万元。其中，１项成果获
科学技术奖技术成果类市长奖，４人获科学技术
奖荣誉类市长奖，２２项成果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２４项成果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３９项
成果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８家企业获东莞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企业奖。广东省科技厅领

导和东莞市几套班子领导出席大会并为获奖单位

和个人颁奖。会议要求全市以建设 “创新型城

市”和 “科技强市”为目标，进一步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实现

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双提升”，推动经

济增长从依赖资本、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科技创

新上来，努力提升 “东莞制造”的新形象。

２００９年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暨第 ３届中国
（东莞）专利周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２００９东莞国际
科技合作周暨第３届中国 （东莞）专利周成功在

东莞市科技馆举办。该届合作周首次邀请科技部

国际合作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科技厅联

合主办，并邀请科技部领导及我国原驻法、德大

使等出席开幕式。期间，开展了科技项目与技术

展示、科技项目洽谈与签约、科技创新论坛、工

业设计大赛等专题活动，举办了驻外大使科技论

坛，合作周规格得到进一步提升。东莞企业与国

内外５０多家高校院所签订７７项产学研合作协议，
并与欧美、日韩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
企业签订了技术转移、外观设计、共建研发中心、

人才培训等２７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东莞杯”
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上共评选和展示２７０件优秀作
品，有１０项作品现场与企业配对签约。

全市镇街科技工作交流会　９月２３日，东莞
市科技局组织松山湖科技局和全市３２个镇街的科
技工作分管领导和科技办主任以及局各科室负责

人在大朗镇召开工作交流会，加强推动市镇联动

的科技工作格局。交流会上，各镇街围绕当前科

技工作现状、科技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配置以及

如何推动科技与产业更加紧密结合等进行了广泛

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会前，与会人员还集体参

观考察了大朗创意产业园，学习该镇建设发展科

技创新载体的成功经验。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大楼竣工

典礼　１２月２２日，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
究院大楼竣工典礼在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举行。

科技部、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广东省科技

厅等有关领导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叶朝辉、温诗铸、熊有伦、段正澄

等院士出席典礼。同时，还举行了制造工程研究

院与东莞企业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以及华中

科技大学国家级科研平台在东莞制造工程研究院

建设东莞分基地签约仪式等。

【科技政策体系】　２００９年１月，东莞市科技局
制定出台了 《东莞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管理暂行

办法》。８月，重新修订 《东莞市科技创新基础条

件平台资助操作规程》，加强了对科技创新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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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优化了行业技术平台评审组建模式。

９月，制定出台 《东莞市重大科技专项资助计

划操作规程》，并于 １２月正式启动实施。此外，
以ＬＥＤ照明、太阳能光伏等为重点培育新兴产
业，推动出台了 《东莞市推进ＬＥＤ产业发展与应
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和 《东莞市半导体照明应

用工程产品检测与评估方案》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措施。

东莞市科技局全年共组织举办２０场科技政策
宣讲和项目申报辅导会，吸引４０００多名企业人员
和基层科技工作人员参加。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获省级以上
科技计划项目立项２２４项，获得经费１３７亿元，
获立项项目数量是２００８年的３倍。其中，获国家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３０个，经费１３９５万
元，排名全省第２，经费增长了１４０％；获得广东
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１０个，经费１８７０万元；获
批省部 （省院）产学研合作项目立项９９项，经费
６４７５万元，立项数量超历年总数；２１个项目中标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东莞专项，获得

４８５０万元项目经费。１５９家企业获企业研发投入
经费报销资助，项目经费合计１５５亿元；企业科
技贷款贴息立项８２项，给予２５００万元贴息；东
莞市配套资助国家、省科技项目６２项，配套资金
达５２６５万元。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技局分两批开展对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立项的科技三项费项目、科研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结题验收清理，共

受理４１９项结题验收项目，组织专家验收２４３项，
批准结题项目 ５６项，延期验收项目 ７２项。开
展了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市科技局立项的科技专项项
目实施情况的中期回顾工作，对１３个专项１８２０
个项目进行了科学评价分析和全面回顾，共涉及

市财政科技资金 ８４６亿元，并形成专题报告上
报市政府。开展了对财政支出项目的自我绩效评

价工作，完成了对２００８年度获得市财政２００万元
以上科技专项资金项目的自我绩效评价工作，共

有１５个专项被纳入绩效评价，涉及科技资金４７
亿元。还开展了对５４个２００６年立项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的监督检查及绩效评

价等。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公共创新平台　各公共创新平台坚持 “市场

化导向、企业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原则，边

组建边开展业务，共联合企业申报了４８项省部产
学研结合项目和９项省院合作专项项目，获批立
项２９项和２８６５万元项目经费。东莞中山大学研
究院选定办公大楼，并召开了第１届理事会第１
次与第２次会议。１２月，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
工程研究院正式建成。

３月１７日，由东莞市各公共创新平台和海内
外优秀顾问机构等联合组建的东莞市产业支援联

盟正式挂牌，并启动了 “百家企业重点扶持计

划”。产业支援联盟全年先后在常平、石龙、寮

步、厚街、长安、虎门６个镇街开展企业技术诊
断专场辅导活动，共为２３８家企业提供技术改造
提升、投融资、战略管理等全方位的辅导服务。

行业科技创新平台　２００９年，东莞志成冠军
大容量绿色电源产业技术研究院、东莞市科威医

疗器械开发应用研究院、东莞领亚光电信息传输

研究院、广东力优人工环境技术研究院、东莞市

康达新能源技术研究院５个行业科技创新平台正
式获市政府批准组建。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行
业技术创新平台总数达９个，全年共申报国家和
省各类产学研项目２９项，获批１９项和１４５０万元
经费。专用汽车、建筑、工业节能电子技术３个
领域的行业技术平台建设积极推进。

【企业科技创新】　全市科技创新型企业队伍不
断壮大的同时，企业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２００９
年，东莞市新增约４００家科技型企业，其中新认
定８９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３家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企业、３家广东省创新型企业、６家广东省创新
型试点企业、６家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８９
家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２０６家东莞市民营科技
企业、９９家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和４６家东莞市专
利试点企业。全市新增１０家省级企业工程中心和
９家市级企业工程中心，被认定为省重点实验室
和省企业重点实验室各１家，实现省级重点实验
室 “零”的突破，并认定了１１家市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技局认定了大朗创意产业

园和虎门服装技术创新中心为科技企业孵化器，

使东莞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达到３家。截至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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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３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场地总面积达到
７４４万平方米，孵化器总收入达到１２７亿元，在
孵化企业２０９家，毕业企业１５家，累计毕业企业
５３家，授权知识产权 １８８项，其中发明专利
１１３项。

虎门服装技术创新中心　该中心于２００６年１０
月正式成立运营，中心由信息资讯互动平台、设

计生产技术平台、人才培训交流平台、企业管理

咨询平台和市场营销拓展平台五大平台组成，通

过提供行业公共服务和技术创新服务，切实解决

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瓶颈，促进服装产

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东莞市大朗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　该公司利
用镇中心区旧工业建筑为主要改造和开发载体，

提供适合科技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工作环境、

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定位于综合性科技企业孵

化器，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要素，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的速率，缓解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投融资困难，

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业培育、高新技术产

业、信息行业发展的梯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链。依托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以

科技产业链为聚合，形成以都市型信息业、科技

产业、互联网服务业等为发展重点的功能区域。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技局先后组
织４批科技企业参加浙江大学科研基地开放周活
动，还前往大连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

科学院及其有关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

学等开展产学研考察和洽谈活动，共有１８０家企
业参与，与高校达成１６９项技术转化、技术开发、
产品设计等方面合作意向。获批组建了８家省部
产学研示范基地以及９项示范基地专项立项，获
得６５０万元资助经费。东莞积极配合实施省部企
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全省２０９４名科技特派员
中，有２３３名入驻东莞，数量仅次于广州和深圳。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为２１６６２亿元，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１２１％，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３２３％；高新技术产品工业总产
值为１７７９亿元，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１２３％。２００９年
下半年，高新技术产业降幅逐月收窄，特别是新

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产品产值还实

现逆势增长，分别比２００８年同期增长了 ２２４％
和９％。

【专业镇建设】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新组建１个专
业镇技术创新平台———东莞市横沥模具专业镇技

术创新平台，全市专业镇累计达１３个，专业镇技
术创新平台累计达到１１个。

【科技奖励】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１９项，获奖数量为历年之
最，其中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５项、三等奖 １３
项，在全省排名从 ２００８年度的第 ６位上升至第
３位。

获得一等奖的是 “基于新型三维二次光学系

统的高效ＬＥＤ路灯”项目，该项目解决了面向路
灯应用的功率型ＬＥＤ的封装光学系统设计和制造
技术、功率型ＬＥＤ封装模组的整体散热结构设计
和制作技术、ＬＥＤ集群驱动电源技术及高可靠性
的ＬＥＤ路灯装配制造技术。提出了引领世界潮流
的矩形均匀照度分布的封装光学系统设计理念及

开发出新型三维二次光学系统，实现长宽比为４∶１
的矩形照度分布，均匀度优于８０％，并成功应用
道路照明。整灯发光效率大于 ８０ｌｍ／Ｗ，工作寿
命≥５万小时，驱动电路效率 ＞９０％，显色指数
Ｒａ＞７５。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 （知识产

权局）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研究起草了 《东莞市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制定出台了 《东莞市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指引》和 《东莞市展会知识产权保

护指引》等政策措施，全市新增３家专利代理机
构，总数达到２５家，知识产权工作迈上新台阶。

专利申请和授权　东莞全年申请专利１９１０６
件，继续排在广东省第２位；授权专利１２９１８件，
首次突破１万件，跃居全省第２位。专利结构进
一步优化，２００９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占总量比重从２００８年的４３％提高至４９％，发明
专利授权量为２００８年的２倍。

知识产权宣传教育　强化知识产权宣传与培
训工作。在第３届中国专利周广州主会场设立东
莞专题展区，组织８５家企业集中展示东莞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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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成果，拓展企业技术交易空间。开展 “４·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宣传活动，共５０００多人
参与。组织举办各类知识产权论坛、培训班和研

修班，参加人数超过１１００人。
专利行政执法　２００９年，共调处了１１宗专利

行政纠纷案件，全部完成现场勘验、庭审，并在

第２１届、２２届厚街 （名）家具展，第９届东莞
国际鞋展和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 （内销）博览

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等。

试点示范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新认定了４６家东
莞市专利试点企业、９９家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
６家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１个广东省知
识产权试点区域 （长安镇）、２个广东省知识产权
专项行动专业镇 （寮步镇和大朗镇）、２家国家企
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和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月１６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领导和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专家组成的

验收组对东莞开展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进行了

考核验收。验收组对东莞知识产权工作予以了高

度评价，最终一致同意东莞市通过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城市验收。

【科技金融】　２月，经过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评审
论证，东莞市正式成为全省首批科技金融试点市，

东莞市政府与省科技厅联合设立了总额５０００万元
的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将着力探索和推行企业

信用互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新型科技金融

产品。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技局大力推进科技企业上
市工作，组织召开２次现场办公会，并组织拟上
市科技企业赴京沪参加创业板上市培训班，引导

企业全面了解创业板上市条件和要求；组织上市

后备企业到云浮、中山、顺德等地已上市企业集

团参观；新评定了１１家科技企业为第３批重点培
育后备上市科技企业。全市４１家重点培育上市后
备科技企业中，有１７家被推荐认定为东莞市后备
上市企业，９家已完成股份制改革，广东众生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成为１１年来
东莞首家ＩＰＯ上市企业。

科技担保和风险投资事业进一步发展。２００９
年，广汇科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到

３亿元，累计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担保贷款５０多亿
元，市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开展

了对近２００个项目的考察和评估，选中７个项目
并投资其中的２个。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东莞与欧美、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

合作稳步推进。东莞市科技局开展了企业国际科

技合作需求调查摸底，组织和推荐１１家企事业单
位申报国家和广东省２００９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其中１项被科技部列入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６项获得省科技厅立项，共获得国家和省约１５００
万元的项目资助经费。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成功

申报为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为全省首家

园区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１０月，东莞市科技局
与新加坡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协会签署科技

合作谅解备忘录。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东莞市科技馆联合市科
协组织举办了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全民行动”大型科普展览，成功举办了 “小小

讲解员大赛”和 “全国科普剧创作表演推广研

讨会暨２００９东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科
普活动，全年接待海内外参观者超过４０万人次，
科普宣传的阵地作用更加突出。１２月，东莞市
科技馆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

（东莞市科技局　柳景蛟）

中　山　市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科技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

标，以实施科技重大项目、建设公共创新和服务

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

点，开展企业专利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工程、产

业技术联盟行动计划工程、科技强企支撑计划工

程、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工程、民生科技工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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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科技合作工程、科技融资联合行动计划工程、

创新人才工程、科技服务创新中心工程等科技十

大工程，自主创新成为支撑引领全市经济发展快

速回升和巩固的主力军。中山市被评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已连续４届
获此殊荣。

【科技政策环境营造】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科技部
门制定落实 《中山市科技局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自主创
新专项实施方案》，提出要重点打造创新型装备制

造业基地，重点加强临港装备制造、船舶工业、

风力发电、包装机械、大型钢结构、轻工业装备

等创新型装备制造业，提升健康医药产业、动漫

游戏等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动家用

电器、灯饰光源、精细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升级

发展，推动国家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际

健康医药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中山 （临海）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中山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建

设。争取至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
重的２２％，建立２家以上国家工程中心，将中山
市建设成为珠江口西岸重要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基

地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西翼产业及科技辐射的重要

平台。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执行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等

国家、省创新优惠政策，完善支持自主创新措施，

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保障。全年共为６３家企
业落实研发费抵扣额近５０００万元，为８７家高新
技术企业落实所得税优惠１６５亿元。

根据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申报

项目类别和条件的调整，经市政府同意，２００９
年，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专项经费由

３００万元提高到１０００万元，修定 《中山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使用办法》。

此外，按照市委高层次适用人才、紧缺适用

人才、高层次教育人才、创新型科技适用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海外留学生和博士创业园管理办

法等 “１＋６”人才政策的要求，为加强创新型科
技适用人才队伍建设，中山市科技部门制定 《中

山市培养引进创新型科技适用人才实施办法》。参

照国家、省及周边城市的科技奖励政策，修订

《中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对科技重

大贡献奖和产学研合作奖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强

化科技重大贡献奖、产学研合作奖的示范效应。

【科技计划项目】　实施国家、省、市各类科技
计划，开展重大项目科技攻关，推动半导体

（ＬＥＤ）新光源、游戏游艺、新能源、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带动全市经济上水平、上层次。２００９年，中山市
有１５１个项目获得国家、省各类科技计划立项，
支持经费８４０１３万元，比２００８年翻了近一番。
如中山市瑞癉药业有限公司的 “注射用尖吻蝮蛇

凝血酶 （科立凝）”获省科技厅 “华南新药创制

中心”重大专项９００万元支持，中山天键电子工
业有限公司的 “基于真三维显示技术的成套设备

研究及产业化”获省部产学研重大专项６００万元
支持等。

中山市科技部门全面启用中山市科技业务在

线申报系统，资金安排更具效率和公平，全年共

使用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６６７９４万元，其中安排
２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２７４项、经费４３７０万元，
华南现代中药城 （健康医药产业基地）专项发展

资金项目２１项、经费６１０万元，产学研结合专项
资金项目６４项、经费７９３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资金项目９项、经费３６５万元，专利专
项资金项目２７８项、经费５４１４万元。

【科技创新平台】　
公共技术创新平台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科技部

门安排１１８０万元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和专业镇建
设。中山市家电创新中心成功引进了德国莱茵公

司、广东大业工业设计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北京）等多家权威机构，

成为集研发、设计、检测、认证为一体的高层次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全年服务企业９００多家。各
级财政投入１４００多万元扶持中山市家电创新中心
建设。

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成为集技术创新、信息

网络、工业培训、科技创业、质量检测、资金担

保六大服务体系的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

２００９年服务企业 ２８００多家。市镇联合投资近
１５００万元建设ＬＥＤ产品公共检测平台，获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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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免费为企

业提供检测服务，２００９年服务企业超过１００家，
检测２００多批次产品。

古镇照明工程中心与省质检中心、浙江大学

合作，共同建设ＬＥＤ灯具产品公共检测平台，参
与普通照明ＬＥＤ系列国家标准制定。

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加快企业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建设，带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产业升

级发展。２００９年，中山市读书郎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广东腾骏动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有限公司、中山

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成功组建广
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山市科技部门新

批准组建４６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并安
排经费２４０万元扶持建设。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中
山市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１９家，
其中国家级１家、省级２０家、市级１９８家。

【产学研合作】　中山市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
立体全方位的合作，主动出击，寻求技术、人才

支持，为市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服务。２００９年，
中山市科技部门组织５批次人员到武汉、成都等
地高校进行产学研对接活动。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中山市已引进１７个高水平创新平台，与超过１００
家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与其中６６家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北京理工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等８家国内重点高校签订市校科技战略
合作协议。

创新联盟基地建设　组建创新联盟，引领新
兴产业发展。２００９年，建立中山市半导体产业技
术联盟、广东省游戏游艺产学研战略联盟。加强

示范推广，２００９年新增５个省部产学研合作示范
基地，全市累计有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９个。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新增
２０７名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全市省部企业特派
员累计达２３０名，约占全省的１０％，为１７９家入
驻企业的创新升级提供了高端人才力量。依托本

地高校力量继续派驻镇区科技特派员１０名，全市
有镇区特派员２９名，服务范围涵盖了１８个镇区。

【科技企业与新兴产业发展】　做好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和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加大自主创新产

品的认定和政府采购力度，激活企业创新活力。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有７４家企业申请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其中４２家通过认定，２１家拟认定。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１家。２００９
年，全市新增广东省创新型企业１家、广东省创
新型试点企业５家、“广东省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
工程”示范企业６家，全市累计拥有创新型企业
９家；新增８家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新增３个广
东省自主创新产品，另有６个产品获得拟认定；
新增６３个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全市高新技术产
品累计达１４４个。

加快ＬＥＤ新能源产业发展及相关产品的推广
应用，将ＬＥＤ照明示范工程列为城乡一体化重点
任务。从２００９年起，计划３年内投资１５亿元，
统一部署、统筹推进，首期在小榄、古镇等镇区

路段、广场进行 ＬＥＤ路灯照明示范。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小榄已安装 ＬＥＤ路灯１６００多盏，占全
镇路灯的１０％，全长２０公里，覆盖整个小榄新
区，成为全国ＬＥＤ路灯最密集的区域，节电率超
过５０％。古镇在古镇商贸大厦及其周边商务区各
路段启动了ＬＥＤ路灯景观照明改造工程。该示范
工程得到科技部、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获得省

“千里十万”大功率 ＬＥＤ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
程４００万元资助，并已申报国家 “十城万盏”半

导体照明应用工程试点。预计到２０１２年，将完成
３万多盏具示范推广规模的 ＬＥＤ照明灯，带动产
业新增产值５０亿元，为中山市全面实施 ＬＥＤ照
明工程、打造广东省现代照明产业基地，奠定雄

厚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国家火炬计划日用
电器特色产业基地、广东省火炬计划游戏游艺特

色产业基地 （中山）、广东省火炬计划生物医药

特色产业基地 （中山）落户中山市。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中山市共有１２个省级以上火炬计划特色产
业基地，其中国家级４家、省级８家。

【科技成果奖励】　全市有 ６项科技成果荣获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２项、
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获得一等奖的是广东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 “棕榈科植物的引种驯

化、评价与应用技术研究”和广东明阳风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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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 “ＭＹ１５系列风力发电机组”。中山
市科技局组织评出２００９年度中山市科学技术奖获
奖项目９２项，其中，产学研合作奖２家，科技进
步奖９０项 （一等奖１５项、二等奖２８项、三等奖
４７项），拨付奖金 （含省科技奖配套）４３５万元。
获奖项目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显著，如获中山

市科技进步奖的 ９０项科技成果共申请专利 １７８
项、获软件著作权３７件，累计实现产值５７３６亿
元，新增税收５８２亿元。

【知识产权工作】　中山市制定 《中山市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专利申请
量为８６９９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２６０５％，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量为６４５件，增长１６２２％；专利授权量
为５０７６件，增长１６９０％，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为１０２件，增长１０８１６％。专利申请、授权量均
位居全省第５位。
２００９年，１０家市专利优势企业、１０家市专

利试点企业、１个市专利试点镇区、２个市专利战
略联盟、１项中小企业专利一站式服务工程项目、
１３项专利技术实施计划项目、１７１件发明专利申
请、３件涉外发明专利申请、３３件发明专利授权
等均获得专利资助。

专利奖励　中山市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ＲＦＩＤ电子标签封装结构及采用该封装结构的电
子标签”等 ５项专利获得 ２００９年广东专利优秀
奖。６６项专利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山市专利奖，其中专
利金奖１０项，专利优秀奖２２项，优秀专利发明
人奖 １人，发明专利奖 ３３项，拨付奖金 １１３５
万元。

专利试点示范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新增中山华
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

公司等２家国家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广东
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１家广东省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琪

朗灯饰有限公司、中山市欧普照明有限公司、中

山市百诺工业有限公司等４家广东省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１个广东
省知识产权战略试点，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中

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等３家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学校。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受理专利侵

权案件５件、会展专利侵权案件７件。探索专利
集体维权、抱团管理机制，组建大涌红木家具、

古镇灯饰照明专利战略联盟。开展各类专利培训

和宣传活动，在全市各镇区举办１９场专利知识讲
座，宣传知识产权先进单位成功经验，针对企业

专利需求，开展产品开发与专利检索、商业秘密

与专利申请、产品出口与专利海外布局、专利申

请评估与专利机构选择、专利制度建设与专利激

励办法、企业形象与专利宣传策划、专利跟踪与

研发模式、专利保护与路径选择、著作权与外观

设计等专题，与企业开展一对一的座谈。中山市

生产力促进中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全国知识

产权培训工作先进集体。

信息平台建设　积极推广应用 “世界灯具照

明专利数据库”，成功引入第三方开展市场化运

营。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该数据库已服务全市灯饰
企业８００多家。

为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一站式专利服务工程，

中山市科技部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利中介机构，

提升专利综合服务水平。与全球最大的科技、专

利信息服务机构———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合作，

将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检索平台引入中山。Ｔｈｏｍ
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检索平台是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推
出的新知识产权研究和分析解决方案，全球的研

发人员可以同时搜索全球评论强调的专利数据、

亚洲专利数据的英文版、科学文献以及商业和新

闻源。为降低中小企业使用成本，中山市科技部

门出资购买了８套系统账号，利用中山市生产力
促进中心作为平台为全市企事业单位服务。中山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建立专门的信息检索室，配备

专用设备和人员，全市企业、中介机构、高等院

校和研究机构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均可免费到中心

进行检索。同时，开展一系列检索平台推广活动，

为近１００家企事业单位的研发人员、专利工作者
免费提供专利信息运用培训，并免费提供优势产

业的新技术跟踪分析简报、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专

利战略分析报告。

【科技金融工作】　加快科技金融制度创新，发
展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２００９年，中山市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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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首批科技金融结合工作试点城市，设立５０００万
元重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扶持资金，全部作为

贷款风险准备金，通过合作银行和合作担保公司

放大２０倍，推出 “科技通”项目，为具备专利技

术、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单独抵押条件的

科技型企业提供申请贷款的渠道。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已成功放贷５笔资金，合计４０５０万元。

引进专业投资机构，募集２亿元组建市科技
创新投资基金，投资于拟上市企业、高成长性企

业及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基金运作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年初正式投入运营。
创新合同能源管理 （ＥＭＣ）模式，以ＬＥＤ照

明示范工程为契机，推广 “用户 ＋企业 ＋银行”
的金融创新模式，引入买方信贷，借助金融的力

量分担工程风险，保障生产、消费和金融三方利

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示范工程上规模、快

融资、早见效提供解决方案。

【科技交流与合作】　中山市科技部门与珠海、
江门科技部门加强协调，三方签订 《推进珠中江

区域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珠中江区域科技合

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科技资源交流和共享、科

技金融、产学研结合、产业技术联盟、重大科技

项目联合攻关与联合招投标、科技成果推广、科

技服务与管理、科技人才交流、对外科技交流，

以及知识产权、防震减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中山市制定了 《关于全

面加强我市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加强地震台站

建设和维护，完成南朗、大涌２个强地震动观测
台站的验收，确定港口中学、三角中学２个强震
台的选址，增加桂山中学１个地震前兆观测台站，
做好群测群防工作。

推进震灾防御能力建设，完成城区震害预测

项目，加快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推进５个
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建设；抓好重大建设工程的

抗震设防管理，纳入市行政服务在线的重大项目

协同办公系统，向中山公用燃气有限公司提出

“中山市镇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抗震设防意

见，做好中山至顺德快速路工程项目、中山市东

部快线项目、国电中山２×３００ＭＷ级燃煤热电联
产项目等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备案

工作。开展重要工程、重要建筑物抗震性能普查

项目前期工作，协助做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

关工作。

（中山市科技局　黄奋敏）

珠　海　市

【科技政策环境】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起草了 《珠

海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报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制定了 《珠海市自主创新行动计

划》 《珠海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 《珠海市专利奖励办法》和 《珠海市专利

奖励办法实施细则》；修订了 《珠海市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 《珠海市专利申请资助管

理办法》；编制了 《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重大项

目和重要产业基地布局》。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开展了自主创新产品和自主
创新企业认定工作，“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

司３ＧＵＳＩＭ双模卡 （包括６４ｋ、１２８ｋ卡）”等２１
个产品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同
时被列入珠海市第１批自主创新产品 （目录），有

效期为３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２３家
企业被认定为珠海市首批自主创新型企业。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出台了 《珠

海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确定资金投入的

主要方向，规范资金投入和使用的管理程序。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珠海市设立市级重大科技计划项
目，项目经费安排重点向重大科技计划、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倾斜。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１５５个项目列入市级科技
计划，下达市级财政科技经费达５５４４万元。２７
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立项支

持，资助金额达１２９５万元；６０个项目列入省部
级各类计划，共获得７０２１万元经费支持，立项数
量及经费支持均为历年来最高的一年。其中，珠

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公司的 “ＴＤ－ＳＣＤＭＡ
增强技术路测仪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获得工信部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重大科技专

２０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项２０００万元资助，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
公司获得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计划１１００万元
资助，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远光集团财务

管控系统Ｖ１０项目”、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
公司的 “射频ＳＩＭ （ＲＦＳＩＭ）产品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振兴

和技术改造项目共１１００万元资助。

【科技创新平台】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加大对产业
共性技术支撑平台的支持力度，由省市区联合出

资３０００万元共建珠海南方数字娱乐公共服务中
心，为数字娱乐企业提供孵化和公共技术服务。

该中心是广东省现代信息服务业重点园区 “软件

与数字娱乐产业专业化园区”的重要支撑机构。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珠海市共有产业共性技术支撑
平台５家，分别为珠海南方软件产品检测中心、
国家印刷及办公自动化消耗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珠海南方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珠海南方

网络检测中心和珠海南方数字娱乐公共服务中心。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进一步完善科技文献资源、
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成果、产学研合作、专利信

息服务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并对平台进行管理

和维护，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国际信息检

索中心新增单位用户１００多个，累计单位用户已
经超过５００个，国内数据库年检索量达到 ５０万
次，完成国内外查新检索３００余项。

【企业技术研发机构】　２００９年３月，国家节能
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落户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突破了广东省连续８年没
有企业获批组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局面。

９月，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珠海市共有国家级工程中心４家、省级工程
中心２０家、市级工程中心１４家，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２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２家、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８４家。

【企业信息化工作】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加快推进
企业信息化工作。珠海市与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 《“友商网”推广运用合作协议》，合

作打造珠海市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交流合作公共服

务平台；与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进 “中

小企业健康成长计划”，向中小企业提供改善企业

经营状况的信息化建设方案。珠海太阳鸟游艇制

造有限公司等４０４家中小企业被列为２００９年度市
信息化试点企业，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信和平智能卡股

份有限公司等８家企业列入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 “４个１００”示范工程单位。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以建设 “广东

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珠海示范市”为契

机，不断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率先引进国家重

点实验室在珠海设立分支机构，初步建立从项目

合作到产学研联盟合作的多层次合作体系。

珠海市产学研合作投入经费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１
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１６亿元；产学研合作攻
关项目从２００５年的６５项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７６２项；
超过３００家企业与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近百所院
校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参加的科技人员近５０００
人，其中院士有３９人；吸引了１０８名科技特派员
进驻珠海市７３家企业，参与了所在企业共８０多
个项目的研发工作；先后引进了４家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珠海设立分支机构，分别是吉林大学无机

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理工

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武汉大学软件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珠海市产学研合作效益显著，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累计申请专利数达６２６７件、已授权４５５１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数为１３７９件、已授权５１３件；通
过产学研合作参与制定各类标准达１０３３项，其中
国家标准３９５项、地方标准３４２项。２００９年，产
学研合作新增产值近 ５００亿元，是 ２００５年的
５倍。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高新技术产
业持续发展。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９７８８亿
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３９７％，占比位
居广东省第 ３位。全市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５９
家，总数累计达到１５４家，其中上市企业１４家，
产值超亿元企业６３家。２００９年，１５４家高新技术
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总额 （Ｒ＆Ｄ经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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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 ２９３５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３９６％，远高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全年专利申
请量达 ２０６８项，占全市专利申请量的 ７４４％；
实现新产品产值３６６５４亿元，占高新技术企业总
产值的比重达到 ４６４３％；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２０８８万元／人，是全市人均ＧＤＰ的３倍。

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特色鲜明，在一些细分

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如在电力系统操作安

全保护设备领域，珠海市占据全国７０％以上市场
份额，位居全国第１位；在软件及生物医药与医
疗器械领域，珠海市的综合实力居全省第 ３位；
在打印耗材领域，珠海市是全球最大的兼容打印

耗材生产基地。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有２１７家，从业人员超过１０万人，工业总产
值达６６２４４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２６５７％。
属于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共有

３１５种，产品产值达５４９３６亿元，占全市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的５６１２％。软件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７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３％；通过 “双软认

定” （软件企业认定和软件产品登记）企业２２６
家，累计登记软件产品１２８７件。珠海金山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优特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和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企
业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数量

居于全国地级市首位。

【技术创新专业镇】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珠海市
经广东省认定的技术创新专业镇共有４个：优质
水产养殖技术创新专业镇白蕉镇、电子信息产品

技术创新专业镇井岸镇、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专业

镇三灶镇和游艇技术创新专业镇平沙镇。２００９
年，珠海市专业镇工农业总产值达８１５９４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有３７４个，名牌产品有２４个，驰名
商标有１５个，高新技术企业有３７家，科技人员
有９９５５人。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继续加
强和完善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等以政府公共科技资源为依托的重点骨干科技

公共服务机构的建设，增强其科技服务能力。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共有５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
总面积达２１９２万平方米，在孵企业数达２４０家，
毕业企业１６家，累计毕业企业１２８家。２００９年，
５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收入达１６１９５万元，同比
增长６６％；对孵化器内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资
额达１６８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９２％；年末固定资
产净值达４２５３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孵化基
金总额达１７２９０万元，同比增长３５６５％。珠海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认定为广东高校毕业生

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和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示

范单位。

【技术市场】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技术合同核准登
记数为３００件，合同成交金额达３０８亿元，其中
技术交易额为２９４亿元。

【科技成果与奖励】　珠海市有 ３个项目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分别为：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性能血液净化

医用吸附树脂的创制”、珠海得米化工有限公司的

“可降解生物基高吸水性树脂生产技术开发及推广

应用”和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的 “旋提手法治

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应用”。１２
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其中特
等奖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７
项。４５个项目获得２００９年度珠海市科学技术奖，
其中突出贡献奖２项、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９项、
三等奖１０项、自主创新促进奖１９项。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珠海市率先设
立了全国首家由中级法院派出、独立设置的知识

产权法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

案件，实行 “三审合一”。

专利奖励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首次设立珠海市
专利奖，颁发了５项珠海市专利金奖、１０项珠海
市专利优秀奖。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低温空调热泵系统及使用该系统降低温度调节波

动的方法”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种肿瘤介入热疗仪”获得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
金奖；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空调机

（分体立式柜机０６－２２）”和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的 “一种检测和防御计算机恶意程序的系

４０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统和方法”获得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优秀奖。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申请量

为２７７８件，同比增长２３８％。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量为６４４件，同比增长４７３７％；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量为１３２３件，同比增长２４４６％；外观设
计专利申请量为８１１件，同比增长９０１％。全市
专利授权量为２００８件，同比增长１１７４％。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量为２０３件，同比增长４１９６％；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９６１件，同比下降１２５６％；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为 ８４４件，同比增长
５２０７％。珠海市人均专利申请量及人均专利授权
量排名全省第５位。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通过互联
网等渠道向企业发布和推荐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２１０余项，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项目向珠海转移
和转化。推动粤港创新示范平台———软件与网络

服务外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该平台由珠海

南方软件产品检测中心、珠海南方网络检测中心

和香港—珠三角信息产业合作与交流中心共同承

担完成。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认定为第５批广东省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珠海市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总

数累计达５家。
２００９年８月，为加快推进珠中江区域科技合

作一体化，珠海、中山、江门三市签署了 《推进

珠中江区域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珠中江区

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合作内容主要是积极

开展科技资源交流和共享、科技金融、产学研结

合、产业技术联盟、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与联

合招投标、科技成果推广、科技服务与管理、科

技人才交流、对外科技交流以及知识产权、防震

减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５日，珠
海市开展 “科技进步活动月”工作，围绕 “携手

建设创新型珠海”的主题，以 “市区联动”的模

式，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

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与宣传自主创新、建设创

新型社会结合起来，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大

力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使科学发明和自主创新

的主题深入人心，取得显著成效。

【无线电管理】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加强无线电频
率台站的管理，开展清理违法使用对讲机的专项

执法行动，办理无线电行政审批８６项，同比增长
２５８％；核发电台执照 １０００多份，同比增长
２００％以上。珠海市加强珠澳频率协调，完成了珠
澳频率协调边界信号测试系统以及警示系统项目

的建设，组织了珠澳公众移动通信边界覆盖测试，

并按协调原则有效组织各运营商调整所涉及基站

的信号场强，降低了对澳门的超标覆盖以及监控

了澳门对珠海的超标覆盖。珠海市无线电监测网

二期优化扩建项目以及小型无线电测向系统建设

项目进展顺利。圆满完成２００９年各项重要活动期
间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包括全国性大型考试的无

线电安全保障任务１５次共计２２天。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珠海市贯彻实施 《防震

减灾法》，依法管理抗震设防，地震小区划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地震小区划

报告》经中国地震局审核、批复，并交付使用。

进一步加强地震应急指挥和救援机制建设，完成

了珠海市地震应急指挥中心一期工程建设，建立

了地震应急专家库，成立地震应急救援专家组，

组建地震青年志愿者队伍；制定了 《珠海市处置

地震灾害指挥机构及职责》 《珠海市地震应急预

案操作手册》；开展应急避震疏散演练，全市近

５００所中小学每学期都开展了一次全校性的应急
避震演练活动。２００９年，珠海市还承办珠江三角
洲地区防震减灾联席会议。

（珠海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　黄南荫）

佛　山　市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加快自主创新，积极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全市科技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创新环境

得到进一步优化。佛山市获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称号，禅城区、南海

区获得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
进县 （区）”称号。

５０４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企业技术研发机构　坚持依托骨干龙头企业，
不断加强企业技术研发机构的建设，强化企业在

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佛山市企业已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４５２个，
比２００８年新增 ６８个。其中，省级工程中心 ８４
家，比２００８年新增８家；市级工程中心１６７家，
比２００８年新增３３家。全市有超过９０％的研究开
发机构和科技人员分布在企业。

省级研究院　为了提升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
究开发的能力，佛山市着力推动省级研究院建设，

建立了华南家电研究院、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

开发院、广东数字媒体技术研究开发院、广东省

建筑卫生陶瓷研究院４家省级研究院。华南精密
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牵头，聚集精密制造领域的

专家和企业家，启动了 《精密制造产业技术路线

图》的编制工作。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华南家电研
究院已建立６个二级研发中心、５个公共服务平
台，凝练出重大、共性、行业核心课题２２个，获
得各级政府支持的项目１０项。广东省建筑卫生陶
瓷研究院与英国陶瓷研究协会于２００９年４月签约
共同在中国建立卫星实验室；同时与德国 ＴＵＶ商
讨合作开展陶瓷 ＣＥ认证项目，成立 ＴＵＶ认可实
验室，出具ＴＵＶ欧盟ＣＥ证书。

【产学研合作】

院市合作　佛山作为广东省优先发展和本轮
省院合作的重点地区，积极推进落实院市合作各

项工作。２００９年３月，市长陈云贤率佛山市五区
区长与中科院领导进行科技合作洽谈，双方达成

了长期互访的共识；５月，院市双方决定共同成
立院市合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同时设立院市

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７月，佛山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科学院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

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以下简称

“育成中心”）和相关专业中心。育成中心统筹协

调各专业中心建设，各专业中心明确各自的工作

任务和发展目标，并建立专业中心考核评价机制，

以加强对各专业中心的量化考核。

院市合作从战略、产业、镇 （街道）、企业

等层面全方位多层次推进。通过建立院市合作育

成中心及４个专业中心，推动院市合作向纵深化、

高端化方向发展；积极建设院市合作公共技术创

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高端技术服务与支

撑；镇街与中科院下属研究院所对接，组建以专

业镇为载体的院市合作技术创新平台；重点推进

行业龙头企业与中科院下属研究所开展合作，加

快建立院市合作战略联盟，建设院企合作示范企

业和示范基地，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示范带动效

应的龙头企业院企合作典范。

佛山市科技孵化基金　１２月，佛山市政府印
发了 《佛山科技孵化基金设立方案》，筹备以政

府资金为引导，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私募股权基

金性质的 “佛山市科技孵化基金”，基金募资预

计３亿元，其中佛山市财政分２年投入 １亿元，
聘请专业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用于引进海

内外创新团队、对中国科学院佛山市合作项目和

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扶持资助、股权投资，

其核心就是体现市政府在院市合作中的引导与促

进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中科院

优秀科技成果在佛山产业化的创新活动中来。

产学研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向省科技
厅推荐省院合作计划项目７７项，其中３０项获得
立项支持，获得经费１７９０万元，占全年省院合作
专项资金总额的 １７９％。积极组织项目对接活
动，成功促成了各类院企合作项目近１００项，涉
及佛山重点发展的软件、数控装备、节能减排等

产业。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共有１５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
省、市各级科技部门的产学研专项立项支持。

企业科技特派员　落实省部产学研 “万人千

企”行动，推进企业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积极

引导企业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全面提升企业综合

竞争力。２００９年，佛山市从各高校引进企业科技
特派员共２２５人，约占全省科技特派员的１／１０，
涉及高校科研院所４１家。２００９年，由科技特派员
承担的９９个项目，获得了各级科技部门的产学研
专项立项支持，获得国家和省科技特派员专项资

金扶持共１６项，获经费总额４９５万元。
产学研联盟　禅城区积极探索ＬＥＤ路灯研发

与应用的新机制，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ＥＭＣ）
引入路灯改造中，大力推进 ＬＥＤ路灯的示范应
用。积极开展ＬＥＤ路灯的关键技术攻关，成立了
ＬＥＤ路灯产业化技术创新联盟，使产品成本在不

６０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到一年的时间内，下降了３３％。顺德区积极指导
深化产学研联盟建设，白色家电产学研联盟积极

吸收新会员，组织制订 《燃气具技术路线图》，

并深入家电行业企业开展调研，组织实施３项共
性技术研发工作，其中，以美的集团为主承担的

家电产业共性技术 “二氧化碳热泵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项目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认定民营科
技企业 １２７家，其中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１１９家，
市级民营科技企业８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
共有省级民营科技企业６２１家，其中，禅城区１５２
家，南海区 １４９家，顺德区 ２２３家，三水区 ７２
家，高明区２５家。

【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园区建设　加强科技园区建设，积极引
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２００９年 １月，广东省
（佛山）软件产业园开园，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
有台湾新茂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阿里软件

（上海）有限公司、佛山市智邦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佛山市安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优质软

件企业正式入园；组建了珠江数字创新与服务中

心，推进园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广东都市型产业基地已吸引近３０亿元的
优质资本和１００多家科技型企业进驻，并被省科
技厅批准为 “广东高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区”。５
月，启动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南海新光源产业

化基地”建设，发展半导体照明产业，促进传统

电光源产业调整升级。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有８７家企业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佛山
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２９４家，其中，禅城区 ５７
家，南海区７０家，顺德区１４１家，三水区１３家，
高明区１３家。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获省科
技厅同意批准为 “广东省产业技术路线图实施示

范市”，禅城区被评为 “广东省建筑陶瓷产业技

术路线图实施示范区”，南海区被评为 “广东省

铝工业技术路线图实施示范区”，三水区被评为

“广东省食品安全检测与评价技术路线图实施示范

区”。

佛山市积极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一方面在产业链各个薄弱环节建立广

泛的产学研联盟，另一方面筹建产业技术研究院，

引导企业按照方法论的指导，制定建立在本企业

专有技术之上的企业技术、产品发展战略，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各级科技资源

的有效配置，把分布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共性关

键技术，通过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构成若干大

专项，推动整个产业沿着产业链方向开展集群式

的创新活动。

【新兴产业发展】

ＬＥＤ产业　佛山市建立了 ＬＥＤ产业发展联席
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挂帅，科技、发改、

经贸、信产、财政、城建、质监、知识产权、金

融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参与，统筹协调全市ＬＥＤ产
业发展，并把以ＬＥＤ半导体照明为主的新光源产
业纳入佛山市重点产业培育发展规划。禅城区是

全省实施 “千里十万”大功率ＬＥＤ路灯示范工程
的示范单位，全区大力推进 ＬＥＤ路灯的示范应
用，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完成共约１１０００盏高压
钠灯的节能改造，节电效率达到５５％以上。南海
区罗村镇启动了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南海新光

源产业化基地”建设，发展半导体照明产业，促

进传统电光源产业调整升级。顺德区以 “珠江三

角洲地区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验区 （顺

德区）”授牌为契机，２００９年初引进了彩虹集团
的ＯＬＥＤ项目。

工业创意设计产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７日，国家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 （顺德）基地挂牌揭幕，全

面启动了顺德工业设计园、德胜工业创意产业园、

顺德创意设计产业园等国家基地核心园区的建设，

基地已聚集工业设计及紧密关联企业、机构超过

１００家。成功举办了第２届中国 （顺德）国际工

业设计创意博览会、２００９创新顺德国际工业设计
大赛等展会。加快推进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建设，

在华南家电研究院启动了工业设计孵化和人才培

训平台建设，支撑工业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光伏产业　三水区实施 “科技培育光伏产业

科技创新平台”项目，以专业镇规划发展理念指

导广东薄膜太阳能产业基地建设。乐平镇以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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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光伏太阳能技术创新专业镇”为抓手，围绕产

业技术创新需求，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人才队

伍配备、创新机制、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超前部署

科技创新资源，规划建立广东 （乐平）光伏产业

研发院和乐平镇生产力促进中心两大公共技术创

新平台。

【技术创新专业镇】　佛山市利用产业集聚的特
点，因势利导支持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佛山市已建成广东省创新示范
专业镇６个，建立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３４个，数
量居广东省之首；建立专业镇创新平台１９个，提
升了区域品牌的整体价值。

【科技成果及奖励】　佛山市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１６项，其中，一等奖３项，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１２项。广东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
等单位合作完成的 “蝴蝶兰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佛山市顺德区精艺

万希铜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的 “表面热功

能结构极端制造技术及应用”项目、广东一方制

药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的 “中药配方颗粒产

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２００９年度佛山市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为１４３
项，其中，一等奖９项，二等奖４４项，三等奖９０
项。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 “广东省珍稀濒危

植物观赏特性评价及优良观赏珍稀濒危植物筛

选”、佛山市南海瑞洲科技有限公司的 “四轴联

动数控皮革切割机及瑞洲振动刀切割机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等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知识产权工作】

专利申请及授权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专利申请
量为１５３４０件，同比增长１３１％，专利申请量位
居全省第４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１８５３件，
增长１７７％；专利授权量为１２８６１件，同比增长
２０５％，专利授权量位居全省第３位，其中发明
专利授权量为６４６件，同比增长７６５％。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　２００９年，佛山市全
面启动了迎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验收的

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国家、省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市政府出台了 《佛山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工作方案》和 《佛山市贯彻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目标任

务分解表》，有力地推动了佛山市创建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工作。召开佛山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

小组扩大会议和知识产权工作会议，部署落实创

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各项工作任务。启动

《佛山市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工

作，推动佛山市知识产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１２月１７—１８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考评工作组
对佛山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进行考核评

定。评定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南海知识产权质

押试点单位和佛山创意产业园，听取了佛山示范

创建工作汇报和相关单位的典型经验介绍。评定

组充分肯定佛山的创建工作，认为 “很有成效、

很有特色、很有经验”，认为把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创建与建设创新型城市结合，佛山取得了事

半功倍的成效，在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

教育等方面，佛山提供了很多值得在全国推广的

经验。

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
极筹建中国 （佛山）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

立和完善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形

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合力。２００９年８月，国家
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建立中国 （佛山）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中心。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实施　２００９年，禅
城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国首批 “实施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区科技部门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强县工程的实施，在全省率

先召开了工程推进大会，发起并联合全省其他５
个强区签署了 《建设知识产权强区，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佛山宣言，组建了 ＬＴＣＣ（低温共烧陶
瓷）、ＬＥＤ（发光二极管）、电子白板等三大知识
产权创新联盟，成立了佛山市禅城区专利保险合

作社。

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　南海区扎
实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确

立了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工

作机制，在全国首批６个试点中率先取得实质性
的进展，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已贷出及待通过贷审
的项目超过１０个，资金超３０００万元。试点工作
的深入开展，为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成长型

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使拥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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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突破融资难的瓶颈，为企

业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佛山市科技局　李淑艳）

江　门　市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深入贯彻落实 “三促进一保

持”部署要求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江门市自主创新总体规
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等文件精神，抢抓国际金
融危机背景下推动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双提升”的重大战略机遇，狠抓各项重点工作，

推动全市科技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

２００９年，全市财政科技投入达２４５亿元，较上年
增长 １１３％，占全市财政支出的 ２２％。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中，

江门市蓬江区、开平市、鹤山市被评为全国科技

进步考核先进市 （区）。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共组织申报
国家级和省级科技项目１８６项，其中，５２个项目
获得省各类科技计划立项，获经费１９１７万元。鹤
山丽得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鹤山雅图化工有限公

司、开平海鸿变压器有限公司还分别获得广东省

重大科技专项立项和中标粤港澳关键技术攻关项

目，获资金６５０万元，取得了近年来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重大突破。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共安排项
目１２４项，安排经费１８３０万元，重点扶持新材
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与

医药、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和现代农业等高

新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适当兼顾全社会的科技工作，强调以企业为投入

主体，充分发挥科技资金的种子作用，致力于推

动产业优化升级，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

竞争力，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建设创新型江门。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各级政
府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

全年新批准组建市级工程中心１２家。广东广天机

电研究院和广东华南精细化工研究院运行良好，

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新会司前五金不

锈钢技术创新中心和广东省纺织服装开平基地技

术创新中心已成为省级区域性产品质量检测和技

术服务中心。位于蓬江区的广东省摩托车检测中

心正在组织升级为国家摩托车检测中心。依托鹤

山市必登高鞋业皮具有限公司新组建了省级工程

中心———广东省鞋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省级工业研究院２家；
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１１８家，其中，
省级工程中心１４家，市级工程中心１０４家；２０个
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３６家行业技术创新平
台和科技服务机构。江门市的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体系日益完善，不仅覆盖了摩托车及其零配件、

不锈钢五金制品、水暖卫浴等传统优势产业，还

向ＬＥＤ、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和数字动漫等新兴
产业发展，并在机电、纺织化纤等重点产业或关

键领域初步形成了产业技术路线图，大大提升了

平台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效率。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共组织推动５０
多所全国高校、１００多名专家教授参与省部产学
研合作，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３００多项，其中，
组织重点项目 ６０项，较上年增长 ６６０％。２００９
年，全市有１４个项目获得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
支持。

江门市积极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已引进由３０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派出的
７５名高学历、高职务、高水平的省部科技特派员
入驻江门市企业，组织实施了１３０多项省部企业
科技特派员计划项目，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

【民营科技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有６１家企业
被认定为民营科技企业，其中，省级１８家，市级
４３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民营科技企业总数
累计达４０８家 （省级２８３家、市级１２５家），较上
年净增加４３家，其中，属高新技术企业的有１３０
家。民营科技企业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为３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其中，技工贸总收入超亿
元的企业达６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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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园区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重点抓好新
会今古洲民营科技园和台山市新宁省级民营科技

园２个省级民营科技园的园区 “科技公共服务平

台”和 “科技服务中心”建设。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２家省级民科园已相继完成了 “园区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和 “科技服务中心”建设，引进了

数家科技服务机构为区内企业提供相关服务，使

园区科技创业环境不断改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２００９年，２个省级民科园区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幅度达８％。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及产品　２００９年，全市组织企
业申报认定国家级和市级高新技术企业５７家，其
中，国家级３７家，市级２０家；通过资格认定的
企业 ５０家，其中，国家级 ３１家，市级 １９家。
２００９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年产值达５４６亿元，
较上年增长１４７％；技工贸总收入超亿元的企业
达７６家，较上年增加１３家。２００９年，通过认定
的高新技术产品１７１个，累计达３９１个，较上年
增长３０７１％；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１１３０亿
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
３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科技产业园区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各类科技产
业园区科技创新环境不断改善，高新技术产业继

续快速增长。２００９年，新增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
产业基地１个———广东省火炬计划半导体绿色照
明产业基地 （江门）。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江门市
共有各类科技产业园区９个，其中，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１个，国家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２个，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４个。各特
色产业基地都建立了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国

家火炬计划江门纺织化纤产业基地”和 “广东省

火炬计划开平纺织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还分别

建立了 “科技服务平台”和 “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信息化网络化工程】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市已建立各级 “农村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行

动示范点４３６个，其中，省级示范点４个，市级
示范点３９个，江门市的 “农村科技信息直通车工

程”已成为全省示范。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江门市
通过整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

公司的农信通、移民部门的移民村信息服务示范

点，其 “农村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已全面开

通，其中，新会区是广东省第１个实现计算机网
络和信息直通车工程覆盖所有村 （居）的县

（区）。

【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新会区崖
门镇被新批准为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全市省级

专业镇总量达２０个，居全省第３位，司前镇和水
口镇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获得了省科技厅立项

支持８０万元。２００９年，新批准了恩平市君堂镇和
台山市大江镇为市级专业镇，全市市级专业镇总

量达到了２１个。江门市专业镇特色产业主要涉及
摩托车及其零配件、不锈钢五金制品、五金卫浴、

电子材料、机电、集装箱及其配套、水暖卫浴、

海洋渔业、制鞋业、化纤纺织服装、麦克风及其

配件、纺织和制伞等产业，专业镇的分布基本反

映了江门市镇级经济发展的态势。

【科技企业孵化器】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江门市
在建和投入使用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有６家，
其中江门市科技创业中心、正平科技创业中心、

开平市纺织服装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市火炬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蓬江区）、新会区生产力促

进中心已投入使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

业中心在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江门市各
方已投入孵化器建设资金７０００多万元，建成的孵
化器面积近７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１４０多家，孵
化毕业企业８家。孵化企业年产值超过１２亿元，
解决就业人数２５００多人。

科技企业孵化器已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

科技企业成长的摇篮；成为促进创业、扩大就业

的新渠道，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引资

引智的新平台，集聚了一批创新创业人才。

【科技成果与奖励】

科技成果　２００９年，全市有４８项科技成果通
过市级以上鉴定，其中五邑大学的 “电镀镍、铬

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鹤山市鹤龙机电有限公司

的 “少槽多极永磁无刷电动机系统研究及产业化

应用”，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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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液晶显示器背光源冷阴极发光材料”，江门

市安信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 “基于模式识别的图

像档案检索系统”等１５个项目通过省级鉴定，其
他３３个项目通过市级鉴定。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３００多项成果实现产业化，

其中，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中科技大

学共同合作研发的 “高导、高阻抗材料 ＪＰＨ－５Ｚ
的开发”“镍锌材料 ＪＰＺ６０的开发”“宽频高磁导
率ＪＰＨ－１０Ｆ材料的开发”等十多个项目 ，技术
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实施中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如 “高性能软磁锰锌 （ＭｎＺｎ）铁氧体材料的
研发和生产”项目，为企业带来了年新增产值超

过５０００多万元，年新增利润超过８００多万元。
科技奖励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表彰２００９年度市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２１项、三等奖４２
项。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

司为主要承担单位完成的 “移动通信基站雷电主

要引入渠道及防雷接地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这是江门市
首次获省级科技奖一等奖。另外，获２００９年度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２项。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科协开展了江门市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评选
出优秀论文一等奖１０篇，优秀论文二等奖４０篇，
优秀论文三等奖９７篇。由江门市科协选送的２编
论文 （由李玉瑛等编著的 《生物表面活性剂对土

—水系统中柴油污染修复的影响》、由郑南才等编

著的 《华支睾吸虫重组基因ＣＭＤＨ和ＭＭＤＨ的酶
活性及理化特性》）获得２００８年南粤科技创新优
秀学术论文三等奖，江门市科协获第６届广东省
科协学术活动周优秀组织奖。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出台了 《江门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

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和 《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着力提升全市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创新型江门。江门市把促进专利申请作

为加强专利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多种形式

的引导和扶持，加强专利贴身服务，促使专利申

请量和授权量稳步增长，同时深入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调查摸底，切实抓好专利申请

的质量。

江门市认真贯彻落实 《江门市知识产权局专

利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等扶持措施，办理国内专

利申请费资助２７６８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９０件，
实用新型专利７５６件，外观设计专利１７２２件，共
资助费用 ６１１７万元；办理国内授权专利 １７９７
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０２件，实用新型专利 ６７４
件，外观设计专利１０２１件，共资助费用１１５３３
万元；办理国外授权发明专利 ６件，资助 １２万
元。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申请量达到４９１６件，同
比增长１７４１％，其中，发明专利４０３件，实用新
型专利１２５７件，外观设计专利３２５６件；专利授
权量达３４５０件，同比增长４６１９％，其中，发明
专利１０３件，实用新型专利９１３件，外观设计专
利２４３４件。

【科技交流与培训】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加紧政校
合作和区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人才与侨乡优

势，与外界进行科技交流，扩展视野，开拓思路。

政校合作　２００９年７月，市政府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签订了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在农业园区建

设、岭南特色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等方面加强合作。引进和聘请中国工程院方智远

院士、中国农科院和中国水稻所研究员为江门市

农业高级顾问，填补了江门市农业与国家级科研

机构合作的空白。

区域合作　为落实省委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目标要求，２００９年８月，江门市与珠海市、
中山市签署 《推进珠中江区域科技合作框架协

议》，三地科技、信息、知识产权、无线电管理和

地震等部门通过创新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科技要

素高效配置和合理流动。

院士交流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０日，江门市科协联
合五邑大学、市土木建筑学会在五邑大学吕志和

大会堂举办中国工程院容柏生、周福霖院士报告

会，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周边兄弟市土木建筑

学会的负责人、土木建筑专业人员、建筑设计企

业负责人等１２００多人参加。由容柏生院士主讲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法进展》专题报告、周福

霖院士主讲 《汶川地震的启示和工程抗震隔震减

震技术的应用》专题报告，引起巨大反响。举办

院士专题报告会，为江门市建筑行业的科研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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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科技

工作者拓宽了眼界，促进了科技学术交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组织在京五邑籍院士、专家
（２０人）侨乡行，召开了有１２位院士专家参加的
座谈会，院士们对如何加快江门市科技经济发展

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学术交流与培训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科协共举
办学术交流会议２９场次，参加科技人员达１８００
多人次；共举办专业技术培训１８场次，参加科技
人员２１６０人次。通过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培训，
为提高江门市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人才的成长做

出了贡献。

【科普工作】　江门市围绕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以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

障安全健康、携手建设创新型江门”为主题，针

对社会公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面向广大人民

群众开展各类科普活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形势，

面向广大企业提供科技咨询服务，依靠科技创新

支撑引领经济发展，取得较好成效。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科协以
居民和农民两大人群为重点，配合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进一步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在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鹤山市等地区举办

３场大型送科技卫生文化下乡 （企业）科普集市

活动。如联合市农业局组织市级学会、涉农、卫

生等２０个单位和部门的技术专家及科普志愿者７０
多人，在新会区会城街七堡社区，为当地３０００多
名群众开展了疾病防治、妇幼保健、胸透检查、

食品药品安全咨询、科普图片展示和科普知识有

奖问答等各类服务和科普教育的集市活动，深受

当地政府和社区群众的欢迎。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发动市级学会、市区科协组
织开展科普进社区、农村、企业等集市活动，市

医学会开展 “南粤春暖行动”等医疗卫生服务活

动，市预防医学会到企业举办 “关爱女性健康知

识”等多场讲座，市水利学会参与组织江门市

“水利杯”摄影比赛科普活动，新会区科协、台

山市科协、鹤山市科协联合有关部门举办科技下

乡集市活动等。此外，江门市科协还定期在社区

播放科普电影，向广大市民宣传 “防灾减灾”

“科学健康生活”等科普知识。

科普惠农计划　在实施科普惠农计划中，市
科协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乡镇开展项目调研，了解

农村开展科普惠农工作情况，总结科普惠农先进

工作经验，组织专家评估、审核、推荐江门市农

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

示范带头人，向省科协和中国科协报送６个优秀
科普惠农项目。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科协联合有关部
门和涉农单位组织科技分队下乡２２场次，邀请科
技专家和科普志愿者 １１０人次；推广新技术 １２
项，受益乡镇１３个；推广新品种６个，受益农民
４５００多户。如新会区大鳌镇的水产专业协会开展
新型 “耕水机”在虾类养殖中应用与示范、对利

用网箱养殖黄鳝进行技术研究与探索，开平市马

冈镇的马冈鹅养殖专业户通过技术示范与品种推

广等都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农户走上科技致富之路。

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科协
积极推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和科技创新竞赛活动，如联合

教育部门组织参加第１４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和第２４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成绩喜人。其中，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牌５个，参加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２８个奖项。此外，江门市
向全市学校印发了１０万份 《预防甲型 Ｈ１Ｎ１流
感须知》宣传单张，引导学校举办相关专题科

普讲座。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江门市防震减灾工作围
绕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三大工作

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地震灾害管理机制。印发

《江门市科技局地震应急预案》，指导各市、区地

震工作部门和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修订或编制

地震应急预案。开展建 （构）筑物抗震性能普

查，建设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地震安全农村民居

示范工程、科普教育基地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

校等场所和示范点。在我国第１个 “防灾减灾日”

“科技进步活动月”等时段，加大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力度，组织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进机关、进学

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江门市科技局　黄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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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江　市

２００９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阳江市科
技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阳江市紧

紧围绕落实中央 “三保”和省委 “三促进一保

持”的要求以及阳江市委、市政府应对金融危机

影响的各项工作部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

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环

境，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推动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科技环境营造】　阳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科技工作，积极制定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

于２００９年出台了 《阳江市推进自主创新行动纲

要》，提出了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２年，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３０％，研究
开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１５％，信
息化综合指数达到６０％，每万人口科技活动人数
超过５０人，支柱产业主要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的比率达到５０％以上，每万人口专利
年申请量超过５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比 “十

一五”期末翻一番。为实现上述目标，阳江市实

施八大工程：一是实施创新载体建设工程，构筑

产业支撑平台；二是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工程，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实施优势传统产业

提升工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四是实施发展

现代服务业工程，做大做强科技中介服务；五是

实施深化产学研结合工程，建立产学研合作新模

式；六是实施科技服务民生支撑工程，推动可持

续发展；七是实施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程，为持

续创新提供人才保障；八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工程，打造名企名牌。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加大科技
投入，全年市本级科技财政三项经费投入达１０６２
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６５％。各县 （市、区）科技

投入占本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均超过１３％。

【科技计划项目及成果奖励】　近年来，阳江市
承担的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数不断增长，科技

成果数量增加，经济效益显著提高。２００９年，阳
江市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２项，承担广东省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３６项，获扶持的资金总额达１２００
万元。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

“平行流冷凝器轻量化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２００９年，阳
江市共有８７项成果获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阳江市科
学技术奖。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积极实施创新载体建设
工程，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申报组建省、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２００９年，阳江市新增
广东省电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广东省春砂仁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等２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依托单位分别为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

东绿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增２家广东省技术
创新专业镇，为阳春市双蟯沙姜专业镇和阳春市

岗美生猪专业镇；新增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１家，为广东省羽威水禽加工与质量安全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新增阳江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家，为阳江市针织机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阳江市厨用蔬果刨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依

托单位分别为阳东县金鹏针织机械有限公司和广

东康力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积极建设和完善阳江市模具
研发中心、阳江市技术开发培训中心、阳江市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阳江市刀剪机械研发中心、阳

江市热处理技术研发中心、阳江市五金刀剪专利

信息数据库和阳江市科技成果库、阳江市科技人

才库等科技服务平台和信息资源库，并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产学研结合】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积极推进产学
研结合，促进部属高校与阳江市企业的合作，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取得较好的成效。

校企合作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
司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阳江市

顺和工业有限公司与湖南大学，阳江市宝马利汽

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阳江市粤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北京科技

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阳江十八子

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科技大学等一批企业与高校、

研究所开展了合作。阳江市顺和工业有限公司的

物流运载车具、阳江市阳春市粤西绿色工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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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春砂仁胶囊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

产学研专项立项。

产学研创新联盟　五金刀剪产学研创新联盟
自２００８年组建以来，积极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
术的研究攻关。２００９年，组织开展五金刀剪表面
处理共性技术的研究，五金刀剪材料表面处理及

其产品研究项目列入广东省科技厅产学研重点项

目，获１００万元资金支持。
企业科技特派员计划　阳江市积极组织企业

参与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２００９年，共
有４７名科技特派员入驻该市４１家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新增２
家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分别为阳江十八子厨业有

限公司和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新增 ４家
“广东省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示范企业，

分别为阳江十八子厨业有限公司、阳江市宝马利

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

司和阳江喜之朗果冻制造有限公司。五金刀剪国

家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和海洋产业、春砂仁

等２个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不断完善，
促进了阳江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形

成，推进了阳江市传统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同时，阳江市广泛运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

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

极引导企业在技术装备改造、工艺改进创新、节

能降耗减排等方面不断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积

极引导五金刀剪企业加强技术创新，调整优化产

品结构，大力开发高精尖产品。加大对五金刀剪

机械、热处理、刀剪材料等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动了阳江五

金刀剪产业的升级。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了环保型纳米抗菌氧化锆陶瓷刀，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阳江市安得利刀业有限公司，研究开

发的五金刀剪生产流程应用程控自动化机械手技

术，填补了该市五金刀剪行业全自动化流水式生

产设备的空白，实现餐具自动化生产。广东康力

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加大投入研究开发新产品，

２００９年投入７８０多万元，研究开发高档厨用蔬果
刨具产品系列，２００９年该企业新增产值２８０９万
元，新增产品销售收入３５１０万元。

【农业科技】　阳江市积极推进广东省农业科技
产业化示范基地，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

成试点和广东省水产、北运菜、南药星火产业带

的建设，农业科技产业化示范园区的建设和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取得显著成

效。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１家 （广东省平海水产养殖与加工健康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新增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１
个 （广东省羽威水禽加工与质量安全农业科技创

新中心）。

农村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阳西县作为示范县，２００９年８个镇及下属的行政
村建设了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站，配备信息员并开

展服务。该市其他县 （市、区）也在逐步推进该

项工作。同时，围绕节能减排降耗，大力支持节

能减排，降耗，清洁技术，产品的研发、推广、

应用，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阳江市组织开展
“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宣传系列活动，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和宣传培训力度，全市知识产权意识明

显提高。４月２６日当天，组织工商、版权等部门
联合开展了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１１０２件，较上
年增长 １５１５％；授权量为 ９３５件，较上年增长
４１４５％。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被国家知识产
权局批准为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阳江

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被广东省知识局

认定为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阳东县成为广

东省知识产权试点区域，阳春市第一中学、阳东

县实验学校成为广东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

用层叠式蒸发器获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优秀奖。此
外，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阳江市宝马利汽

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等２家企业还建立了企业专
利数据库。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 “科技进步活动月”活动

期间，组织举办了科技报告会、成果展示会、科

技培训、科技知识宣传咨询、送科技下乡等一系

列科技活动。６月２日，在阳春市岗美镇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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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建设创新型阳江”为主题的大型送科技下

乡活动，这是阳江市自２００５年起连续第５年与省
科技厅联合在阳江市举行的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

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阳江市科技工业和信息局　傅应熹）

湛　江　市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科技工作围绕奋力争当粤西
振兴发展龙头的总要求，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

主创新能力为着力点，以科技惠民为出发点，组

织实施 《湛江市自主创新行动计划》，基本实现

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科技工作目标，为推动该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技环境营造】

组织召开市科技工作会议　１１月２３日，市
委、市政府隆重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市四套

班子领导、各县 （市、区）主要领导、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科技人员５００多人出席会议。会
议传达贯彻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

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精神，表彰奖
励该市２００８年度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全市共取得科技成

果６１项，表彰和奖励４９项，获得２００８年度省级
科学技术奖１０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次科
技工作会议，市委陈耀光书记参加会议，并对科

技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阮日生市长在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要求科技部门切实做好 “科技兴市”调

研工作，掌握该市科技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

问题，理清 “科技兴市”的战略思路，为企业的

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支撑和引领湛

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奋力争当粤西地区振兴

发展的龙头。

“科技兴市”调研活动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市科
技局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 “科技工作要体现科学

技术在推动湛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加

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加大对县域经

济的支持力度，每年要抓几件影响力较大的工作”

的指示和市政府紧紧围绕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湛江

奋力争当粤西振兴发展龙头的要求，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１３个课题组，确立了
２７个调研课题，组织４０多名专家深入开展 “科

技兴市”调研活动。通过组织调研人员深入县

（市、区）及有关企业、高校、医院进行调研，

召开 “科技兴市”座谈会、 “科技兴企”座谈会

及专业镇座谈会等，了解和掌握该市科技发展的

需求以及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赴中山、东莞

等地市调研，学习先进地区 “科技兴市” “科技

兴企”的做法和经验。把调研活动与科技政策宣

传有机结合，邀请湛江日报、湛江晚报、碧海银

沙网站、湛江电视台、湛江电台等媒体跟踪报道，

让群众广泛参与。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初步掌握

了该市各类型企业以及科研单位在科技创新、知

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新产品开发、科技人才的

培养、引进和使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理清了

“科技兴市”的战略思路。

专家科技服务和调研活动　市科技局组织
“科技兴市”高级顾问团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专

家机构，围绕科技兴工、科技兴农和科技兴医等

专题，开展科技服务和科技调研等工作。全年组

织专家评审科技项目 ２５０个，鉴定科技成果 ３８
项，考核科技企业５０家，出版 《科技兴湛简报》

１２期，积极为湛江的发展出谋献策。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努力强化科
技计划项目的立项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湛

江市科技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对市级科技计划项

目的立项方式进行改革和完善，由公开招标立项

改为竞争性分配立项。继续坚持项目的专家评审

机制，进一步简化评审环节，同时强化评审纪律

监督，从受理项目申报书到项目评审、复审、确

定立项的各个环节，纪检人员全程监督，市财政

部门领导到场指导和监管，使科技专项竞争性分

配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２００９年，全市共
受理项目申请１２８项。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立项实施的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２２０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４１项，省级项目１４１
项，市级项目３８项，获得上级科技部门扶持资金
２７２９３万元。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巩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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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国字号”的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支持国家

“８６３”海水养殖基地、国家林木种苗南方基地承
担国家项目，其中国家 “８６３”海水养殖基地承
担的 “环保型对虾饲料的研究开发”被列入国家

级重大项目实施。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湛江

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海饲料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对虾种苗基地被农业部列为国

家级种苗繁育基地。创建多层次技术开发机构，

全市新增２家省级、１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３家市级技术开发中心。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该市企业各类研发机构达到６７家，全年研究开发
的新技术２０６项，在研项目１８５项。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积极推进产学
研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全年

驻湛高校共承担各类科研攻关项目达２５３项，其
中国家级项目４１项，省级项目９３项，市级攻关
项目１１９项。

产学研合作项目　全市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
９个，项目总数达到３５个，其中与中山大学合作
项目２２个，其他省部产学研项目１３个。构建了６
个技术研发平台，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３５个项目完成投资１９５亿元，
开发新产品２５个，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９亿元，利
税６３４３５万元。

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　面向全国１３所省
部高校申请派遣科技特派员４２人，进驻该市４０
家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产品研究开发工作。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新认定民营
科技企业６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湛江市市级以
上民营科技企业达３２０家，其中省级民营科技企
业９３家，２００９年技工贸总收入 １６８亿元，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９３％。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组织实施高
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８２个，当年新增项目 １７个；
全市投入生产的高新产品３０多个，高新技术产品
总产值２００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１２％。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市高新技术产品总数达到３４８个，其
中省级高新技术产品６８个。

积极引导企业实施 “科技兴企”计划，大力

培育创新型企业。全年新增省级创新型企业２家，
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１家，“广东省百强创新培育
工程”示范企业３家，高新技术企业８家，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达到３１家。重点落实高新技术企业
税收优惠，企业科研投入加计扣除等政策，为企

业落实税收优惠９５１１万元。加强企业信息化建
设，在电器、机械、饲料、制药、纺织等传统骨

干企业开展ＣＡＤ／ＣＡＭ／ＥＲＰ等共性技术的推广应
用，集成企业的科技资源，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

理水平。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积极推动农业科
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全市

实施农业科技项目８１项，其中列入省级科技计划
２６项，主要围绕实施五大专项推动农业科技创
新。一是实施种子种苗专项，选育、引进、示范

与推广农业新品种１１０多个。二是实施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专项，在水产种苗繁育、水产养殖、北

运菜、水果、畜牧等特色优势产业中培育６个绿
色食品示范基地，７个省级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三是组织实施产业带科技专项，与茂名、阳

江合作建设广东省星火技术粤西水产、水果、北

运菜、蚕桑产业带，加强了区域之间的科技合作。

四是实施农产品深加工科技专项，重点提高对虾、

罗非鱼和对虾下脚料深加工的技术水平。五是实

施农村信息化直通车工程信息兴农项目，联合

５００个中小企业、种养殖大户和 １０００个农户终
端，充分利用宽带网络、手机终端的３Ｇ网络和语
音信息服务平台等技术手段，重点开展农产品产

供销电子商务服务。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继续在坡头区岑霞村开展
固本强基工作，帮助村委会建立了１９个经济合作
和联合社，支持村委会建设农产品加工项目，解

决当地农产品加工问题。组织科技下乡活动，慰

问困难群众６０户。１０月，市科技局进驻遂溪县江
洪镇北草村开展扶贫开发工作，通过调研，确定

了今后３年的科技扶贫形式。全年市科技局共组
织专家深入农村开展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活动

１３０多场次。

【专业镇和特色产业基地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市
新认定省级特色产业专业镇４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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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市专业镇总数达到２６个，其中省级１５个、
市级１１个。新增特色产业基地１个———广东省火
炬计划小家电特色产业基地 （湛江），截至２００９
年年底，全市拥有特色产业基地３个，特色产业
３２个，特色产品５５个。

【科技成果奖励】　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１０项，其中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８项。广东
海洋大学、广东兴亿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的 “虾头综合利用技术”和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省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中心、吴川市水利局完成

“抗海水腐蚀混凝土的研究及应用”２个项目获省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全市共取得科技成果５３项，
确定２００９年度湛江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４１项，
其中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１４项、三等奖１７项。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人民政府印
发 《湛江市实施国家和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任务分工》，明确相关部门落实知识产权工作任务

和职责，强化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加强试点示范，

努力提高知识产权工作水平。

专利申请与授权　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申请和
授权量分别为 ８７９件和 ５０７件，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
２９８８％和３４８４％；获资助专利４１９项，经费达
３５７万元。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坡头区
政府获省知识产权局批准为知识产权试点区域，

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湛江市新诺电器有限公

司等２家被评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湛江市第
二中学、湛江市龙头小学等２所学校被评为中小
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知识产权执法　４月，市科技局联合工商、
公安等部门对大型超市的商品进行检查，共检查

商品５０００多种，标记专利商品１８种，处理涉嫌
冒充专利１宗。

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　在 “４·２６”知识产
权日活动期间，举行以 “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

新发展”为主题的宣传咨询活动，现场解答群众

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发放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资

料８０００多份，知识竞赛试题１５００多份；举办知
识产权试点学校培训班，省知识产权局领导作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与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专

题报告，有关部门领导和师生２００多人参加了培
训班。１０月，邀请省委党校教授作 《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构建 “双转移”湛江战略高地》专题报

告，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知识产

权意识。

【民生科技】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局组织实施民
生科技创新项目３２个，其中可再生能源２项、循
环经济３项、节能降耗减排９项、食品安全６项、
重大疾病与低成本医疗１２项。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从五个方面推动社会民生领

域的技术创新：一是推进 “三废”治理技术创

新，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对虾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废水综合处理等技术的研究开发，为 “三废”处

理提供示范；二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开

展太阳能扬水、沼气利用技术试点；三是推动清

洁生产技术创新，在制药、化工和机电行业开展

清洁生产技术示范；四是推动医疗医药技术创新，

立项实施一批非资助的重大疾病防治和药物基础

研究攻关项目；五是推动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组

织实施海产品健康养殖、养殖废水治理、红树林

保护等项目，在特呈岛开展红树林资源保护与利

用示范，建立农村生态文明示范点。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５—６月间，湛江科技局开
展了以 “建设城乡协调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试点

市”为主题的 “科技进步活动月”活动，开展了

专家深入乡镇进行技术培训、送科技送医疗下乡、

科技集市、科技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全市举

办科技讲座、科普宣传、科技下乡、技术咨询、

业务培训等活动１３２场次，参加活动的农民、学
生达１３万多人，发送科技资料、科普书籍６０００
多册。

【科技进步考核】　根据国家科技部和省科技厅
的要求，湛江市组织开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市、县
（市、区）科技进步考核，按照上级规定的考核

指标体系考核县 （市、区）党政领导抓科技进步

的成效，大大增强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责任

意识，进一步强化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组

织保障，强化市、县 （市、区）科技行政部门的

服务职能，形成了上下联动、全面推进全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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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局面。廉江市、赤

坎区和霞山区通过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赤坎区获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称号。

（湛江市科技局　陈建生）

茂　名　市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科技工作以自主创新为主
线，以科技项目为重点，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为载体，大力

推进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防震减灾和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有力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

结合，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

不断提高，创新载体不断发展，产学研合作不断

深化，科技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有７４个项目
获得国家和省批准立项，争取到科技经费２５２３万
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费２６０万元，省级项目
经费２２６３万元。“广东石化产业知识产权公共信
息平台建设”项目获省知识产权局批准立项；信

宜市争取到国家 “富民强市”专项；高州市通过

省专家组考核论证，被推荐为广东省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科技局受理市级科技项目申
请３５６项，列入市科技计划３１８项，被列为科技
经费支持项目２０个，下达经费２３５万元。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新
增了２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分别是茂
名市热交换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茂名市工

业环保涂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截至２００９年
年底，全市共有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２７
家，其中省级２家、市级２５家。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继续推进与省
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工作，推动中

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与

全市相关企业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２００９年，全
市组织申报产学研合作专项２６项，其中有２３个
项目获得立项。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茂名市已有
１００多家企业分别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５０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一大批产学研合

作项目在产业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大

提高了该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新认定了４
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分别是茂名重力石化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茂名市新田复合肥有限公司、高

州市沙田果树技术开发公司、信宜市福中福电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
省级民科企业９４家，其中有９家是高新技术企
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有２１家，年产值超
亿元的企业８家，超５０００万元的企业１６家。全
市的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地位突出，

已成为全市技术创新的主体。全市的２１家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有１３家是以民营科技企业
为依托建设的，占６１９％，各级各类科技项目也
多数由民营科技企业来承担。这些民营科技企业

的发展前景、经济效益比较好，如：茂名华粤集

团有限公司、茂名市高岭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产

品技术含量比较高，茂名市茂港电力设备厂有限

公司、茂名众和化塑有限公司等企业专利技术实

施比较好。民营科技企业在化工新材料、资源深

加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

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有３家企业
被批准为高新技术企业，分别是广东生命一号药

业有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广东

长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
共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４家。２００９年，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工业总产值达４８４亿元；全市高新技术产品
８７个，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１１２３亿元。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信宜市被科技部批准为
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 （市），茂名市生猪星火技

术产业带获得省科技厅立项。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市已组织实施广东省星火技术产业带６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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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广东省果品星火技术产业带、广东省沿海

水产星火技术产业带、广东省林产化工星火技术

产业带、广东省北运菜星火技术产业带、广东省

蚕叶星火技术产业带、茂名市生猪星火技术产业

带。通过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建立起一大批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一大批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

正在崛起。

【技术创新专业镇】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茂名市
被批准的技术创新专业镇有２７个，其中省级专业
镇１６个、市级专业镇 １１个，包括了化工加工、
电子设备、高领土、水果、农作物、北运菜、中

药现代化、罗非鱼、海水养殖、海洋捕捞等专业

镇。这些技术创新专业镇都已建立信息平台和技

术创新中心，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新创建了广
东省火炬计划热带亚热带水果深加工特色产业基

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１个国家火炬计
划特色产业基地，以及石化、高岭土、水产品加

工、香精香料、温控产品、热带亚热带水果深加

工等６个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２００９年，
茂名市列入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的镇

有３个，分别是：电白县水东镇、茂南区公馆镇
和高州市大井镇。水东镇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

点共投入资金 １２亿元，通过对规划设计技术、
植被选择技术、ＳＢＲ生物处理技术、红树林种植
技术、水产品加工技术及电子信息应用技术等的

集成，已取得较好成效。

【科技成果与奖励】　茂名市有 ２个项目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分别是茂名
学院的 “基于无量纲免疫检测器的工业机组智

能故障诊断系统”和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的

“２５００吨／年２－巯基乙醇生产技术开发”。茂名
评选出２００９年度市级科技奖项３７项，其中一等
奖３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１６项。
２００９年，全市完成认定登记合同４份，减免

税收达６２０００多元，支持了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

转化。

【知识产权工作】

专利申请和授权　２００９年，全市申请专利
４９７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２７１％，其中，发明专利
７９件，实用新型专利 １９１件，外观设计专利２２７
件；专利授权量为 ２４１件，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
１０６％，其中，发明专利 １３件，实用新型专利
１０６件，外观设计专利１２２件。

企业专利工作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茂名市已
有１９家企业被列为市级专利试点企业。为促进全
市重大专利技术产业化，茂名市科技局把重大专

利转化项目优先纳入全市重点科技项目进行扶持。

２００９年，有１１个专利项目列入市科技计划，扶持
重大专利转化项目４个，扶持资金４０多万元。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同意茂名市建设广东石化产业知识产权公共

信息平台，该平台列入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计划。

知识产教育　２００９年，信宜市实验学校和电
白县第一小学被认定为广东省第４批中小学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
省级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６家，其中小学１家、
中学５家。

知识产权执法　２００９年，在 “雷雨”知识产

权执法专项行动中，茂名市知识产权局与公安、

工商、版权、海关等部门开展了知识产权联合执

法行动，收缴了非法出版物１万多册，举办了销
毁非法出版物现场会，对收缴的非法出版物进行

公开销毁。

【科普工作】　
青少年科普教育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向省推荐

申报了３项科普项目，１项获得省立项支持。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６家。通过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进一步推
进全市科普场馆和基层科普场所建设，调动了科

普场所开展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全市的 “科技进步

活动月”以 “携手建设创新型茂名”为主题，突

出科技惠及民生和科技支撑发展两大主线，开展

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主要

９１４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有：组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下乡活

动；举办大型科技图片展、知识产权图片展、地

震应急图片展、气象图片展；举办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班、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班、农村信息直通车

工程信息员培训班和防震抗震知识专题讲座；组

织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开展科普展示活动；开展

地震应急、气象知识专题电视宣传和科普大篷车

进校园、社区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以上各种活动，

集中宣传党和政府的科技方针政策，宣传科技创

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展示自主创新成果，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

方法，提高了全市人民的科技意识，营造了全市

携手建设创新型茂名的良好氛围。

科技进步活动月期间，茂名市共组织各类科

技活动５０多项，参加活动的科技人员１０００多人
次；发放各种资料６０多种２万余份，科技光盘１０
多种１０００多张；接受科技咨询３万多人次；举办
各种技术讲座和实用技术培训班８期，培训人数
１０００多人；展出挂图３００多幅，观看挂图人数有
５万多人次。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茂名市地震局不定期在
市中心影剧院设置防震减灾知识咨询点，为市民

提供防震减灾知识咨询服务、图片展览，并免费

派发防震减灾知识小册子。在防震减灾网站不定

期地登载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防震减灾科普知

识。通过各种宣传途径，较好地拓展了防震减灾

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使广大公众进一步了解防震

减灾的方针政策，提高了防震减灾的认识。完善

地震应急指挥分中心的功能，推进了市区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市投资服务中心

地震业务 “窗口”工作，推进了地震安全农居示

范工程建设。

（茂名市科学技术局　文　妙）

肇　庆　市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的科学技术工作以实施 《珠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三促进一保持”和 “双转移”战略为契

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好科技服务，深化产

学研合作，加快全市传统优势产业集聚优化升级，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

创新型肇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全年实施省

级以上科技项目 ８３项，争取项目资金达 ２７８８
万元。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组建组
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６家，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２家，分别为广东省高性能磁材
及器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依托单位：广东

肇庆微硕电子有限公司）及广东省汽车发动机连

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依托单位：广东四会

实力连杆有限公司）。

【产学研合作】　６月，肇庆市与清华大学签订校
市全面合作协议，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与肇庆市

科技局组建产学研合作办公室。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全市企业与省内外近百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建

立产学研技术攻关合作关系。落户肇庆的科技特

派员达５０多名，特派员助理１００多名，分别被派
驻到近４０家企业。

科威 （肇庆）半导体有限公司与电子科技大

学共同承担的 “可编程在线模拟ＩＣ检测装置”项
目获得科技部立项，获国家资金支持４０万元。怀
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等共

同承担的 “汽车轴类零件近净轧制成形工艺与装

备研究”项目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电子科技大学等共同承担的 “节能环保型新

型电子元器件窑炉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等９项省
部项目被立项，共获支持资金４６０万元。肇庆软
件国际化中心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等共同承担的 “高速传感器网络关键技

术”项目获得省产学研重大专项及科技重大专项

支持。市科技局组织企业申报的 “广东省中国科

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计划项目”有２项获批立项，
获资金支持１４０万元。

年内，吉林大学、湖南大学汽车重点实验室

等加盟肇庆 “汽车零部件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

全市汽配骨干企业均参与广汽集团自主品牌汽车

零部件的研发和配套。

０２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民营科技发展】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金欧雅陶瓷
有限公司、广东大洋铝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及肇

庆市京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级民营科

技企业；肇庆市迅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肇庆市

通用气液元件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市级民营科技企

业。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民营科技企业
１１２家，其中省级９７家、市级１５家，从业人员
１９９万人，总产值达９０５６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加
７４８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新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２１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高
新技术企业４５家。２００９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
值达２２７５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６７２％。

【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０９年，广宁县南街镇被
认定为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鼎湖区永安镇、四

会市下茆镇、高要市水南镇、广宁县坑口镇、德

庆县凤村镇、怀集县甘洒镇和马宁镇等７个镇被
认定为市级技术创新专业镇。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肇庆市有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１８个，市级技术创
新专业镇４１个。

【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稳步推进林
产化工、果品、南药、竹业、蚕桑和水产星火技

术产业带建设，并根据全市产业特点，加大了果

品和水产星火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力度。抓住中央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 “西江北岸优质果品

产业带”的建设契机，促进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

桔育种中心和肇庆学院共同筹建肇庆柑橘产学研

平台。吸引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肇庆市建立

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同时协调高要市、鼎湖区、

四会市的各级行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联动产

前、产中、产后的各个企业。

【科技服务体系】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科技中心与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有效整合，拓展了科技服

务内涵，密切了与省内外各类型科技服务机构的

合作。广东省科技人才服务中心、广东省科技情

报研究所在科技中心设置窗口，将服务拓展延伸

到肇庆市。肇庆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

中心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孵化企业和各类

机构的引进工作，被认定为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

创业孵化基地和广东省双转移技术对接服务中心

（肇庆）。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共有 １０３
项科研成果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其中，省级成果

鉴定１７项，市级成果鉴定８６项。办理科技成果
登记１０５项，其中，省级科技成果登记２９项，市
级科技成果登记７６项。

肇庆市获得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３项，其中肇庆作为第１完成单位完成的项目
有２项：生物发酵法生产 Ｌ－苏氨酸关键技术及
其产业化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的新型制备方法 （肇庆

市风华锂电池有限公司）。评出２００９年度肇庆市
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６５项，其中一等奖６项、二
等奖１３项、三等奖４６项。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专利申请量
为５５１件，同比增长３１５０％，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量为１００件、实用新型专利２２６件、外观设计专
利 ２２５件；专利授权量为 ３２９件，同比增长
２２３０％，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２４件、实用新
型专利１１６件、外观设计专利１８９件。

全年，肇庆市实施知识产权区域发展战略，

为企业提供专利工作指导和专利咨询服务。鼓励

企业实施专利技术，促进专利技术产业化。通过

组织企业申报省、市专利技术实施项目等形式，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专利技术实现规模化、产业化。

做好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及试点区域培育。重

点指导和培育创新能力强、专利工作基础较好的

企业和区域，及时解决专利方面的问题。推荐广

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第４批全国企
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单位、高要市申报２００９年
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县 （市）、高要市金利镇参

加广东省专业镇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其中广东风

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被认定为第４批全
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单位；推荐肇庆市科

华食品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和肇庆恒港电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申报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其中肇庆市科华食品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获得

认定。

１２４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科技局成
立贯彻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领导小组，参与广佛肇经济圈
建设，加强和广州、佛山两市的科技合作，共同

推动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６月１７日，３市市
长在肇庆市签订 《广佛肇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

协议》，其中就有涉及科技创新领域的规划对接，

规划整合３市科技资源，建立科技创新协作机制，
构建开放融合、布局合理、支撑有力的区域创

新体系，促进区域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

置等的内容。年内，市科技部门先后多次与广州、

佛山两市科技部门进行对接，并就合作意向、协

议内容等进行交流、探讨和协商，共同草拟了

《广佛肇经济圈建设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协议》。

３月１２日和１８日，肇庆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先后访
问了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广州市生产力促进

中心及佛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各方的负责人就

交流合作、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科技咨询等进

行具体会商，为开展广佛肇科技创新合作奠定

基础。

【科技进步考核】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及辖区全部
县 （市、区）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肇庆市、

高要市、四会市和德庆县被评为 “全国科技进步

考核先进县 （市）”，全市１３人获 “全国县 （市）

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根据上级有关布
置要求开展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年度防震减灾

的各项任务。在全省地级以上市防震减灾工作综

合评比中获得二等奖，高要市科技局获得全省县

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二等奖。

完成 《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调整全市防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颁布

实施了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实施方案》。

在高要市蛟塘镇金龙村等村完成了５个安全农居
示范村建设。在肇庆一中等４所学校举办了地震
应急避震演习。５月１１日，召开全市防震减灾工
作会议，在市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了 “地

震知识暨纪念汶川大地震１周年”访谈活动。市
科技局印刷了２万本 《防震减灾法》，下发至各县

（市、区）。

（肇庆市科技局　麦伟男）

云　浮　市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科技工作坚持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持发展、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

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

高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创新，

科技进步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为５１％。２００９年，
全市共组织实施省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９５项，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２家，省级专业镇１个，申请
专利１７２件，获省以上科技项目扶持资金２６０５万
元，创历年最好水平。

【科技环境营造】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政府审议通
过并印发了 《云浮市科技发展 “十一五”规划》

《加快产学研合作，提高云浮自主创新能力的办

法》 《云浮市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市建设实施方

案》 《云浮市省部产学研结合发展规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等有关科技发展的规划、政策、办法，
为该市科技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完成

了云浮市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委员换届工作，确

定新一届云浮市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咨委１６人，
其中院士５人、教授１１人。

企业研发费税前抵扣新政策落实　按照省科
技厅及省国、地两税部门的总部署，２００９年，云
浮市把组织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新政策落实作为

推动该市企业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组织企

业申报研发费税前抵扣项目３９２项，使企业获得
该项政策扶持 （税前抵扣资金 １６８５９８万元），
激发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并推动了企业科

研项目的财务管理向规范化发展。

省级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组
织了６家企业进行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申请
工作，有３家企业获得批准。获批准的３家企业
的产品被编入 《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并优

先列入 《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享受广东

省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实施政府

２２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采购的各种优惠政策。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组织实施省级
以上重大科技项目９５项。云浮市百里通新型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承担的 “石材工业废料生产人造石关

键技术及应用示范”、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的 “大型养殖场污水零排放关键技术集成示

范”被列入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云浮市

科特机械有限公司承担的 “工作台及主轴多角度定

位桥式切割机”和广东省郁南县电池厂承担的 “废

旧电池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２８个项目
被列为省级工业攻关和社会发展计划项目。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该市共申报产学研结
合项目６０项，比２００８年增加１倍，其中，立项
２１个，获得省产学研专项资金 ７２５万元。２００９
年，云浮市以项目为纽带推动院地合作成效显著，

为该市 “现代农业”类的４家企业、 “新能源、

节能减排及环保”类的４家企业，“新材料制备技
术及装备”类的６家企业找到了中科院技术合作
支撑。其中，正在进行合作的６家企业与中科院
的合作项目被列入２００９年省院合作计划项目，为
该市今后院地合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

些项目的实施，将对提升该市支柱产业与企业核

心竞争力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南大学云浮研究院　２００９年３月，云浮市
人民政府在迎宾馆隆重举行中南大学云浮研究院

揭牌仪式。揭幕仪式上签订了云浮市人民政府与

中南大学全面合作协议，云浮硫铁矿集团等１０家
企业分别与中南大学签订了合作项目。

三Ａ集团与北京科技大学产学研示范基地
２００９年８月，由广东三 Ａ不锈钢制品集团有

限公司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组建的科技创新服务

平台———广东三 Ａ集团与北京科技大学产学研基
地在广东三Ａ集团隆重揭牌。该产学研基地建成
后，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增强新产品的研发

能力，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通过改造传统

工艺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系统的人

才培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通

过开展科技开发、科技革新等活动，解决生产中

的技术难题，推动企业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

的转化，达到双赢局面作用。

【民营科技】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新兴县 “利用禽

畜粪便生产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资源化利用研究”

项目被批准立项，列入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自主

创新试点项目。在民营科技园已建的石材机械开

发中心的基础上，组织园内石材机械龙头企业联

合对该行业共性技术进行研发攻关，被省科技厅

批准列入广东省民科专项计划项目。

【高新技术及产业】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
司、新兴县先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等２家企业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
共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３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３家。
２００９年，云城区人民政府与云浮市科技局共

同组建了广东云浮石材研究院，争取成为石材企

业创新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２００９年，云浮市以
广东罗定制药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组建了广东省

清热解毒类药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云浮

市新富云岗石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组建了广东省

人造石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广东嘉维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组建了广东省纳米碳

酸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市共有省级工程中心１６家。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全市列入省级以上农业
科技计划项目共１１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１项、省
级１０项，项目覆盖了畜牧、水产、水稻、水果、
花卉、蚕桑等产业。这批项目计划投入 １６５亿
元，将带动社会投入 ２９７亿元，预计项目完成
后，可新增产值６６６亿元，新增利税１２３亿元。
项目研究内容涵盖农业生物、动植物新品种选育、

安全高效种养、病虫防治、农产品加工等技术开

发与应用、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和新农村建设科

技示范等。其中，由新兴县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的 “四元杂交肉猪生产与肉品加工

技术集成与转化”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资金重大项目、新兴县的 “现代农业科技

应用及综合示范” （现代农业科技强县）和云城

区安塘街 “红营村沙糖桔安全生产技术规程”

（星火计划）等项目被列入省新农村科技示范点，

罗定市罗城镇被列入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

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为促进云浮市农业产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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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升级和新农村建设起到科技支撑的作用。

２００９年，全市有１０个 “十五”和 “十一五”

期间的省级农业科技计划项目通过验收。这批项

目在实施期间共开发了新产品 （新品种）８项，
新技术 （新工艺）１３项，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１７项，累计投入资金１７２０万元，累积带动社会
投入５５１２万元，累计实现产值１３２亿元，累计
实现利税１９８２万元，对该市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
积极促进作用。

【专业镇和特色产业基地】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在
云安县组建了１个省级特色产业基地———广东省
火炬计划水泥特色产业基地。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
全市共有省级特色产业基地１０个。２００９年，全市
被列入专业镇专项计划项目９项，罗定市罗镜镇
（梅菜加工）被评为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 ２０
家，其中工业类 ８家、农业类 １１家、旅游类
１家。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中介机构建设　云浮市努力加强科技服

务机构培育，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共有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１３５家，其中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２１
家、科技交流与技术推广服务机构９１家、其他科
技服务机构２３家。积极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开展技
术、信息、培训等公共科技服务活动，使行业科

技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壮大。

技术市场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充分发挥技术市
场的作用，加速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通过

加强宣传推介，积极营造良好的技术交易氛围。

全年技术市场交易量增加，有３个项目在省科技
厅进行了技术合同登记，并获税务部门减免营业

税６０万元。科技业务网络申请技术合同登记注册
的企业有５０家。技术合同登记３项，合同总交易
额１２３４万元，合同成交总额３８４亿元。如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有２项与高校合作的技术
合同，总交易金额为８６万元；雅达电子 （罗定）

有限公司，技术交易额达１１５亿元。

【科技成果与奖励】

省级科技成果　２００９年，广东粤电云浮发电

厂有限公司的 “高合金耐热钢手工钨极氩弧焊关

键技术试验研究及其在火电机组中的应用”通过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办理省级科技成果登记２项。
２００９年，“新兴竹丝鸡３号配套系”“高合金耐热
钢手工钨极氩弧焊关键技术试验研究及其在火电

机组中的应用”和 “高产多抗花生新品种粤油１４
的选育及安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均获得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市级科技成果　２００９年，经市级鉴定的科技

成果有３２项，办理云浮市科技成果登记的项目有
４５项。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对获得２００８年度云浮市
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进行奖励，包括：一等奖

３项、二等奖 ９项、三等奖 １８项，获奖单位 ４４
个，获奖人数１６７人，共奖励金额２２万元。这些
获奖成果中，企业作为第１完成单位的项目共１７
项，占５７％，且总体技术水平较高。经科技查新
和专家鉴定，达国内先进以上水平的有１１项，占
３７％，达省内以上先进水平的２１项，占７０％。这
些项目中取得发明专利的有５项，仅从可直接统
计经济效益的获奖项目统计，已为该市新增产值

２１３６亿元，新增利润１１９亿元，新增税收４２８４
万元，节支总额达９１８０万元，出口创汇１１８０万
美元。这些项目大大提升了该市畜牧业、火力发

电、不锈钢、石材加工、机械制造、节能环保等

重点产业的企业竞争力。

市级科技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９年１月，云浮市
人民政府批准通过了 《云浮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

奖励实施 （暂行）办法》，首次开展云浮市科学

技术突出贡献奖的推荐工作，表彰为该市做出重

大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该奖项的奖励金额为每

人２０万元，其中，个人奖励５万元，１５万元用于
资助获奖者主持的自主创新活动。

陈瑞爱为２００８年度云浮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
奖获奖者。陈瑞爱主持参与的 “优质肉鸡产业化

研究” “农业龙头企业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与示

范”“禽流感灭活疫苗研制和推广”“家禽安全生

物系统的建立与推广应用”和 “鸡新城疫、禽流

感 （Ｈ９亚型）二联灭活疫苗研究”等项目，曾
多次获国家、省级科技奖励，在高致病性禽流感

和猪蓝耳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该市禽畜

养殖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４２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知识产权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总共获得省级知识产权项

目共１３项，获得项目扶持资金 ６８万元。其中：
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家，广东省区域知识
产权发展计划１项，会展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单位１
个，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单位１个，广东
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６家，广东省知
识产权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１个，广东省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项目１个，第４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
权试点单位１个。

专利申请和授权量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专利申
请量为１７２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５件，实用新型
专利５２件，外观设计专利９５件；专利授权量为
１３９件，其中发明专利 １０件，实用新型专利 ４１
件，外观设计专利８８件。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
市专利申请总量达 １３３７件，专利授权总量达
８９０件。

“４·２６”主要活动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利用
“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开展一系列知
识产权宣传活动。向全市企业、学校和社会发送

《专利知识问答》宣传手册１４００多册、《知识产
权知识手册》６００多册、知识产权宣传挂图 ６０
张、《中国知识产权报创新 “４·２６”系列特刊》
１５０套 （１２００张）。

“４·２６”期间，全市开展了打击假冒和冒充
专利侵权执法活动，出动执法人员１２人次，检查
商场３家、药店３家，检查专利产品４００件，没
有发现假冒和冒充专利行为。

【科普工作】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科协广泛联系科
技工作者，开展 《云浮市专业技术论文荟萃》组

稿、编辑和出版工作，发表专业技术论文５７篇，
为当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２８人。市科协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调动社会资源，与市直有关部门合作，

与各县 （市、区）科协联动，开展了内容丰富的

科普宣传活动。

科普论坛　围绕云浮市委、市政府宜居城市
二期工程———上山入城慢行系统的建设，市科协

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吴硕贤院士来云浮作 《宜居城

市的规划和建设》科普论坛。市４套班子主要领
导，市直和上级驻云浮单位负责人，云城区分管

科技、城建工作领导和区直建设线口单位负责人

共２１５人参加了论坛。参会代表对院士论坛给予
高度评价。

科技进步活动月　２００９年，市科协联合市教
育局、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在 “科技进步活动

月”期间举办了云浮市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活动，

共收到作品８０项，评出优秀创新项目１２项、科
技实践活动４项、科幻绘画４２幅、优秀组织奖３
项、优秀教师５人、优秀科技辅导员１９人。在第
２４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二等奖 ２
项、三等奖一批。

市科协会同市气象局部门下乡到云安县南盛

镇，深入农村开展送气象科技服务下乡活动。发

放 《气象知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手册》《春季

天气特点与农业生产》 《了解避雷知识，增强防

雷意识》等科普材料近８０００份，并派技术人员
到现场为农民朋友解答有关气候和天气的问题。

市科协与市电视台开办 《科普大蓬车》电视

栏目，播出 《分开粘在一起的碗》《巧除万能胶》

《巧晾床单》《巧洗皮包》等科普影视作品１２场。
青少年科技基地建设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把以

项目引导推动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建设和科

普活动的开展作为重要工作抓。新兴中药学校承

担的 “中药标本馆多媒体系统开发及药植园科普

长廊建设”、罗定市龙湾生态旅游区管理中心承担

的 “龙湾科教基地次生原始森林科普长廊建设”、

罗定中学承担组织开展的 “罗定中学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活动”、罗定市素龙镇素龙社区居委会承

担的 “素龙社区科普系列活动及科普设施建设”

项目被省科技厅批准列入２００９年省级科普项目。
云浮市科技局通过牵线搭桥成功引导企业和罗定

区屋社区合作，建成了粤西地区最长的科普画廊，

探索了企业与社区合作共同普及科技新知的新

模式。

【科技进步考核】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组织市本级
和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参加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省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考核，考核结果为：云浮

市、新兴县、郁南县、云安县都通过了省级和国

家级科技进步考核，新兴县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县”称号，新兴县党政一

把手和分管科技副县长分别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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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　云浮市获全省地级市以上２００９年
度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二等奖，这是该市自

２００４年参加评比以来，连续５年获防震减灾工作
综合评比三等奖后第１次获此殊荣。

防灾减灾 “十一五”规划实施　做好测震台
和强震台的项目选址工作，其中强震台位于市田

家炳中学内，测震台位于罗定市生江镇碗窑村鸦

柳自然村一废弃采石场中。广东省防震减灾 “十

一五”规划规定该市建设地震安全农居示范村６
条，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相关示范村建设已基本
完成。

防震抗震宣传　根据 《关于印发云浮市地震

应急预案的通知》要求，积极指导各县 （市、

区）编制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并加强对重点

企事业单位、学校、乡镇、街道和社区等地震应

急反应预案的督促和指导工作。

在 “５·１２”我国首个 “防灾减灾日”，市减

灾委组织的防灾减灾日防灾减灾知识现场咨询活

动，现场张贴挂图、发放宣传资料并接受群众

咨询。

在 《云浮日报》刊登局长专访 “深入贯彻实

施 《防震减灾法》促进防震减灾事业健康发展”。

专访对修订后的 《防震减灾法》进行了详细解

读，并对贯彻实施 《防震减灾法》提出了工作思

路和工作要求。

２００９年，云浮市在全市多所中小学校进行地
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邀请省局专家现场指导并

作地震科普讲座。相关区、县防震抗震救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市教育系统及中小学校、幼儿园

负责人前来参观学习，促进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

练的开展。

（云浮市科技局　陈嘉丽）

清　远　市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科技工作围绕市委、市政府
的中心工作、市政府分解工作任务、各省厅局的

重点业务工作全面展开，做到早计划、早部署、

早安排，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快速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加强，防震减灾能力不

断增强，实现了全面工作的新发展、新提高和新

突破，为推动全市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科技创新奖励暨信息化工作会议】　２００９年６
月１９日，清远市召开科技创新奖励暨信息化工作
会议，对２００８年度该市科技创新奖项目及优秀学
术论文进行表彰奖励，总结２００８年科技、信息化
工作，部署今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家记等领导参加了会议。会上，对 “高纯

硒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等获得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２９个项目，被重新认定的１１家高新技术企
业，建立了电力线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省

级）的广东新亚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建立了铝

挤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市级）的清远市美

高新型合金型材有限公司，清城石角、英德西牛

等省级创新专业镇，佛冈汤塘、连州大路边等市

级创新专业镇以及获得清远市优秀学术论文一等

奖的科学工作者等给予了奖励。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共组织申报
省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１２５项，共有５９个项
目获得立项，获得１４２９８万元经费支持，其中，
获科技部立项的有１项，获省科技厅立项的有５８
项。共受理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１４７项，２１个项目
获得经费支持，共１５０万元，同时下达自筹经费
项目７６项，使企业获得各级政府资金的及时支
持，为企业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提供了有力

帮助。共组织了４１个项目结题验收，其中，省科
技计划项目１８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２３项。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新获批
准组建１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

铝挤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依托企业：清远

市美高新型合金型材有限公司），２个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达３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达４家。新增１家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 （广东省林中宝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依

托企业：广东林中宝食用菌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已有２家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高新区孵化器于１月２１日正式挂牌成立，累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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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省科技厅５３０万元经费支持，清远市再生金
属资讯中心、清远市再生金属分析检测中心和清

远市再生金属产业研究所已进驻并正式开展工作。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科技局先后组
织了２批共３７家企业分赴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开展以再生金属产业为重点的产学研对接活动，

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９份。组织申报了２批省部
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专项；举行了清远市２００９年
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培训班和全市企业科技特派

员座谈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共有来自２４所高
校、科研院所的４３名科技特派员进驻清远市３６
家企业。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 １５个省部 （省院）

产学研计划项目获得立项，获得经费共７７５万元。
成立了广东省再生金属综合利用产学研创新联盟，

并由清城区与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共同开展了

《清远再生金属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实施工作。

【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佛
冈建滔实业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２１家高新
技术企业。１９个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
品，８家企业共１９个产品申报入选 《中国高新技

术产品指导目录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先后对清远市高新区、佛

山禅城 （清新）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开展了１０次深
入调研，形成了５份有价值的建议和报告，为市
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佛山 （清远）

产业转移工业园成功申报省第５批示范性产业转
移工业园。

【专业镇、特色产业基地发展】

技术创新专业镇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
有省级专业镇９个、市级专业镇１８个，均围绕各
项特色支柱产业，建立了行业商会 （协会）、技

术创新服务中心、信息服务平台等创新服务平台，

有力地提升了企业和特色产业的竞争力，在 “金

融海啸”的冲击下逆市飘红，带动镇级经济的快

速发展。

特色产业基地　１２月，佛冈县龙山镇被认定
为广东省火炬计划空调制冷特色产业基地。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市共有再生资源特色产业基地、

碳酸钙粉体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空调制冷特色

产业基地３个特色产业基地。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组织进行
了５５项市级科技成果鉴定，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
量都明显提高。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完成的 “免疫抑制剂吗替麦考酚酯的工艺研

究”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全市共有４６个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度清远市科技进步
奖，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２项，三等奖３３
项。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大力实施国
家和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制定并印发了 《清远

市贯彻落实 〈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２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的实施方案》。继续健全县 （市、区）

级知识产权管理体系，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２００９年 ６
月，完成了全市８个县 （市、区）的知识产权局

挂牌成立工作，初步完善了县级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为全市知识产权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落实好专利资助政策，共开展资助专利申请

９２件。
专利申请、授权及奖励　２００９年，全市专利

申请量为２４２件，授权量为１５０件，专利申请量
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３４４４％，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为４３
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４８２８％。清远市佳的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 “电脑电视接收机 （ＵＴＶ３３０）”
获得了２００９年广东专利优秀奖。

专利计划项目实施　大力推进专利计划项目
实施，全年获省知识产权局立项９项，下达经费
达８３２万元，其中，专利实施计划项目１项，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１家，广东省区域知识产权发展
计划项目１项，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２家，
试点区域１家，第４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１
家，区域知识产权发展计划项目１项，２００９年专
利调查项目１项，加强区域知识产权工作调研报
告１项。
２００９年，连州市人民政府被确定为２００９年省

知识产权试点区域。清远市佳的美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清远先导稀有材料有限公司承担的 “高纯硒的生

产设备及生产工艺”被列入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专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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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施计划项目，项目经费为２０万元。连南县民
族小学、清远市高级技工学校被确定为２００９年中
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项目经费为３万元
（每年１万元）。市科技局被列入承担的２００９年度
《广东区域知识产权发展计划》，项目经费为 ２９
万元。

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９日，
广东省清远市 “４·２６”保护知识产权集中销毁
现场会在市体育局举行，现场会是由清远市人民

政府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清远市科技

信息局 （知识产权局）承办的一次大型 “省、

市、县 （市、区）”三级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

现场会对近年查获的共７３９５件各类知识产权侵权
产品进行了集中销毁，引起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巨

大反响。

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　在 “４·２６”知识产
权宣传周期间，共发送 《知识产权法说新闻》

《中国知识产权报 “４·２６”特刊》等有关宣传资
料６００多份，播放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路上，你

我携手同行”电视公益广告２８次，接待专利咨询
达６０多人次。在清远市第一中学开展了知识产权
教育讲座、演讲比赛、知识问答比赛，共３２８１名
学生参加了开展小发明小创造活动。全市共有２１
个项目获省级奖励，１个项目获国家奖励，市一
中许伟豪同学的 “一种防困门锁”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共举办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知识产权知识培训班４期，培训技术人员２００
多人。组织华侨中学、高级技工学校等学校有关

人员参加了第３、第４批广东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
育试点学校授牌仪式暨师资培训班。组织清城、

连州、清新、英德以及市科技局有关人员参加了

２００９年全省知识产权新闻通联工作会议暨新闻业
务培训班的学习。

【科普宣传及培训】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举办了甲
型流感防控、科技特派员、专业镇创新能力、制

造业信息化、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等各专题培训、

讲座和座谈达 １６８期 （次），培训各类人员达

２６８３１人次。以 “科技进步活动月”为重点，开

展了系列集中的送科技下乡、科普宣传、科技咨

询等活动，共举办图片展览２次，科技下乡２４场

（次），开展科技活动 １７次，科技下乡人员达
１０００多人次，送科技资料１０万份，培训农民人数
２４３６０名，共吸引群众６５０００多人次。加强与媒
体的联络，全年共宣传报道科技活动达１００多次。

大力开展科普进校园、送科技下乡、科技惠

农等活动。２００９年，全市参加国家、省级竞赛的
学生共有１２００人次，约４００人次获奖，其中，１
人获得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三等奖，１人获第２４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实现了零的

突破。

据统计，２００９年，全市共举办主题科普活动
４９次，各类科普讲座３７场，科普展览４０次，其
他形式的科普宣传７８次，参与活动群众达１３６２１５
人次；举办青少年科技竞赛３７次，参加人数８７１８
人；表彰奖励科技工作者１７５人次；编写和出版
科普读物 １０００册；发放科普挂图 ８５３８张。另
外，全市还新建２个市级科普基地。

【防震抗灾】　２００９年，清远市在清远职业技术
学院、清新县白湾、佛冈县地震台加密建设了３
个地震台；省地震局下达的１０个农村防震安居工
程示范村，已全部报省地震局。截至 ２００９年年
底，省地震局已下达经费４２万元，已建成６个示
范村，其余 ４个示范村在 ２０１０年年底前完成建
设。加强宣传、培训工作，组织执法人员学习

《防震减灾法》，举办防震知识培训班２期，培训
２７０多人。在连山县举行了一场地震应急演练，
共１７００多人参加。

（清远市科技局　李晓声）

潮　州　市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共组织申报
国家、省项目１９４项，批准立项８２项，包括科技
项目６９项、知识产权项目１０项、信息产业项目３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２项，省重大科技专项５项，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１项。

组织实施市级科技引导计划项目 ５８项，其
中，攻关计划１８项，火炬计划３项，星火计划２
项，社会发展计划项目３１项，科技成果重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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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１项，信息化示范推广计划３项。组织受理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１４项，组织受理市级产业
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１５项。

【产学研合作】　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计划，邀
请专家、科研人员到潮州市与企业对接，转让成

果，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有１４家企业和科技特派员对接成
功。全年全市共有１２个产学研结合项目获得立项
支持。

【民营科技】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新认定潮安县复
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广东无穷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嘉翔陶瓷制作厂、潮州市庆发陶瓷有

限公司、潮安县荣信洁具制造有限公司５家企业
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认定潮州市科技类民办

非企业单位１家，申报省民科企业更名３家，注
销市级民营科技企业２家。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１２家，全市累计共有高新技术企业３０家。
２００９年，全市３０家高新技术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
值５０７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３４亿元，
出口创汇２５亿美元，上缴税收２９亿元；组织
实施科技项目１０７个，科研支出２４亿元。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２００９年，全市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增广东省火炬计划特色

产业基地２个，分别是潮州市工艺服装 （婚纱晚

礼服）特色产业基地和饶平县水产特色产业基地。

广东永生源公司铁皮石斛种植基地被科技部授予

“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广东）基地”称号。

新增饶平县新圩镇 （水果种植）为省级技术创新

专业镇。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２个，
分别是以广东潮流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托的潮州市

卫生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以广东海利集

团有限公司为依托的潮州市智能电子茶具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新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４家。

【科技成果与奖励】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受理市级
科技成果登记项目４１项，申请省级科技成果登记

项目４项。组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项目６项、市
级科技成果鉴定项目１７项。

潮州市获 ２００９年度省科学技术奖 ２项，其
中，广东顺祥节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效电

磁节能灯”项目获二等奖，潮州绿环陶瓷资源综

合利用有限公司的 “废瓷回收利用技术研究及示

范”项目获三等奖。评出２００９年度潮州市科技进
步奖项目３０项，其中，一等奖 ６项，二等奖 １０
项，三等奖１４项。获奖项目中，工业项目有 １１
项，农业项目５项，医疗卫生项目９项，社会发
展项目５项。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制订、实施
《潮州市贯彻 ＜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了潮州
市知识产权工作的全面发展。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加强对全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在全市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２００９年
３月，潮州市政府作出建立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
度的决定。５月，在市政府召开潮州市知识产权
办公会议制度第１次成员联席会议。会上宣读了
市府办 《关于建立潮州市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

的通知》，讨论通过了 《潮州市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制度》及 《潮州市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组成单位

工作职责》，通报了近年来全市知识产权工作情

况，就以后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进行部署。

２００９年，潮州市专利申请量为１８９２件，同
比增长 ９０５％，授权量为 １６７０件，同比增长
８２７１％。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３５宗，已审
结３３宗。潮州市知识产权局被省知识产权局评为
２００９年度全省专利行政执法先进集体。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０９年，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
网手机网站开通并投入使用，市行政审批电子监

察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系统第２期工程的建设
和培训工作有序展开，并在６月完成第２期建设
中硬件的验收工作。

现代信息服务业提速发展，潮州市的 “食品

行业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和 “出口创汇型婚纱

晚礼服产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在２００９年广
东省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招投

９２４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标中中标。

（潮州市科技局　邱煜）

揭　阳　市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科技工作贯彻落实科技工作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的指导方针，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应对金

融危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明确目标、开拓创新、

勇于拼搏，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继续坚持以
需求为导向，以优势项目、特色基地、支柱产业

为抓手，以提高创新和产业化能力为核心，重点

支持一批创新计划项目，扶持一批创新型企业做

大做强，注重提高各类科技计划的集成度和项目

的质量水平，培育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

新兴产业。同时，加强省、市计划联动，集聚科

技资源，提高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协同创新的能力，

建立起联合推动的有效机制。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有６７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和省
各类科技计划。通过组织实施，进一步引导企业

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攻关一批行业的关键技术

和共性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循环经济和绿

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例如，广东中电华强

变压器有限公司承担的省级重大专项计划 “ＹＢ－
１２／０４－３０－１６００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是
企业自主开发研制的新一代技术，性能和指标达

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与建造同类变电站相比可节

省占地面积６０％ ８０％以上，节能效果明显。项
目总投入 ６００万元，实施后，每年可新增产值
２５００万元，新增利税５５０万元。

２００９年，按照市级科技三项费用计划项目的
立项程序，揭阳市安排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５９个。
此外，组织结题验收的科技计划项目有８０个。

【工程中心建设】　揭阳市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目标，

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积极鼓励企业

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组建各类研发中心，

大力加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２００９年，全市
新增广东省微晶玻璃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

东省特种电缆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大

输液制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水产种

苗开口饲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真空

保鲜产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５家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新增９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数量为历年之最。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进一步把产学
研合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载体建设，营造产学

研合作优良环境，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产业竞争能力和区域持续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

新驱动力，促使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２００９
年，共有１３个项目获得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立项
支持，粤东荔枝产业综合加工示范及产业化产学

研结合示范基地被认定为省部产学研示范基地。

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年，全市有５０家
企业与全国５１所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
作，合作项目 ５９项，比增 ４７５％；投入资金约
２３５亿元，新增产值约５６亿元，比增２３９％；
新增利税约 １５１亿元，比增 ４９５％；新增专利
２３件，新产品３９个；新增研发平台７个；培养技
术和管理人员６１２人。

产学研合作项目在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广东科迪微晶玻璃实业有

限公司与同济大学合作研发的 “超低膨胀黑色透

明微晶玻璃大板”产品性能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

一流水平的德国肖特公司产品的性能，但价格仅

为肖特公司同类产品的一半，深受美的、格兰仕、

ＴＣＬ、苏泊尔、九阳等知名品牌的好评。该公司
与同济大学合作研发的 “超低膨胀系数高透明度

微晶玻璃大板的研制”项目获省科技厅立项，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开发的 “光学

和衬底级蓝宝石单晶生长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

发展前景广阔。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年，２１名科技特
派员进驻揭阳市企业。科技特派员发挥各自的专

业技术优势，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各类技术问题，

在企业的自主创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任广东帝浓酒业有限公司科技

特派员以来，带领华工的科技创新团队与企业一

０３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起开展科技攻关，建设冷冻浓缩系统，开发冷冻

浓缩果汁及冰酒新产品，研发的 “荔枝烈酒”通

过了省科技成果鉴定，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积极应对金
融危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

等龙头企业，加大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度，

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该市的高新技术产

业保持了较快增长。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１１家，新增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４５个。

加强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吸引国内外企业

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机构、研发团队到

高新区落户，搭建行业技术开发平台，逐步提高

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例如，广东天银化工实业

有限公司抓住中石油年产５０００万吨炼化项目落户
揭阳的机遇，引进了芬兰、新加坡的科研创新团

队和技术水平国内领先的系列石化加工项目，部

分产品将于２０１０年实现产业化。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广东省揭阳高新区共有企

业９３９家，从业人员４０４５０人，已形成了以新材
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为龙头，机械装备、高精模具、五金不锈

钢制品等传统产业配套发展的格局。为最大限度

地发挥高新区规模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根

据揭阳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委、市政府对高

新区的区域设置进行调整，由原来 “一区两园”

整合成 “一区四园”，各项准备工作已展开。

【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农业领域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１家 （揭阳市绿色农业生

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省级科技示范基地３
家，省级星火计划、农业攻关、科技特派员项目

９项，组织申报省田园服务专家项目３项、省农村
科技信息服务专家１４名。以科技服务 “三农”为

目标，抓好 “十百千万”驻点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

点工作，安排资金１１万元，扶持普宁市上寮村和
揭东县联西村推广良种良法，开展科技兴农和信息

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 “科技兴农”意识。

【技术创新专业镇】　揭阳市进一步加快面向中
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为特色产业的

发展提供技术、产业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积

极培育专业镇主导产业，充分发挥龙头专业镇、

龙头企业及各类特色产业基地的带动作用，合理

整合产业资源，积极引导镇域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不断提高发展水平，推进专业镇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凤美街、京溪园２个
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新增南溪镇、南径镇、靖

海镇３个市级专业镇。各专业镇基本形成 “一镇

一产业”的发展态势，有效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

发展。

【科技成果及奖励】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共组织国
家级科技成果鉴定３项、省级科技成果鉴定５项、
市级科技成果鉴定２４项。评定２００９年度市科技
进步奖项目３４项，３个项目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

１０月１６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揭阳市推进
自主创新加快高新区发展工作会议暨２００８年度科
技进步奖颁奖大会，传达贯彻国家和省关于推进

自主创新、加快高新区建设的一系列决策精神，

研究部署市科技工作，表彰２００８年度省科学技术
奖、市科技进步奖获奖的单位和个人。市五套班

子主要领导，各县 （市、区）党委书记或县

（市、区）长 （管委会主任），分管科技工作的副

县 （市、区）长 （管委会副主任），市直及中央、

省驻揭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２００８年度省科学技
术奖、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项目代

表等近２００人出席了会议。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印发了 《揭

阳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工
作方案》，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工作。２００９年，
全市专利申请量为７４６件，比增１５１２％；授权量
为６６８件，比增４８４４％。全市列入省专利实施计
划１项，广东宝山堂制药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广东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抓好专利行政执法，维护

专利权人利益，立案３宗，结案３宗。
市科技局制定 《揭阳市 “雷雨” “天网”知

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联合有关部门，

积极开展 “４·２６”宣传执法活动；采用举办培
训班、开辟电视报纸专栏、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

强化对自主知识产权法规政策的宣传，对企事业

单位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提高从业人员

１３４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的整体素质。

【科技宣传】　２００９年，揭阳市以学习贯彻 《科

技进步法》和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为契

机，不断强化科技宣传，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

及时宣传科技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

新动态，大力推广新项目、新技术、新成果、新

典型，积极营造社会氛围。

重点抓好５月中旬至６月中旬举办的以 “携

手建设创新型揭阳”为主题的 “科技进步活动

月”活动，做到市、县同步行动、分头实施、加

强联动、精心组织，收到了明显效果。“活动月”

期间，各部门和各县 （市、区）通力协作，围绕

主题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类科技宣传

活动，群众参与面广，影响力大。 “活动月”期

间，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６万份 （册），开展科

技咨询４０００多人次，赠送农资、药品、科普图书
等价值３５万元的物资，公众参与数近５万人次，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有效地提升

了全民自主创新意识。

（揭阳市科技局　洪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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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措施及规范性文件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科技与自主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为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以下简称 《纲要》）和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的决定》，全面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步

伐，支撑引领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并结合 《广东自主创新

规划纲要》和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自主创新作为珠江

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核心战略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以率先建成全

国创新型区域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推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突破

产业核心关键技术，集聚创新要素，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着力开创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轴的开放型区域创新格局，积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广

东特点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二、主要原则

———先行先试。坚持解放思想，发扬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精神，积极开展自主创新综合试验，重

点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争当建设创新型区域的排头兵。

———统筹兼顾。坚持珠江三角洲地区科技发展一盘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充分发挥自主创新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重点突破。围绕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突出抓好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重点

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努力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全面提升

产业国际竞争力。

———开放创新。把握科技、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宽广的国际视野谋划和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

创新，开放式配置国内外创新资源，努力赶超世界创新型国家和地区。

三、主要目标

到２０１２年，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取得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在一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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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性国际化创新体系，成为国内创新最活跃的

区域和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投入大幅提升。到２０１２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５％，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１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研发人员总量达２８万人，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２６％，位居全
国前列。建成具有现代运行管理机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

新平台１００家。
———科技产出大幅提升。到２０１２年，年发明专利申请量突破６００件／百万人口。重点打造年产值

超千亿元的新兴产业群３ ５个，形成５家左右年产销售收入达千亿元的跨国高新技术企业。
在此基础上，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由 “广东制造”向 “广东创造”转变，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要素完备、支撑有力、开放包容的自主创新环境，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成

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创新中心、成果转化基地和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现代都市圈，为珠江三角洲

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引领。

四、主要任务及分工

（一）全面开展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１．创建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级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在 “两部一省”合作的框架下，创新合作

机制和模式，扩大合作领域和规模，提升合作水平，为深化国家与地方创新联动机制，促进国家与地

方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经验。

２．组建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以骨干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找准制约行业发展
的重大技术瓶颈，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到２０１２年，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总数达６５家
左右，基本覆盖珠江三角洲地区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

３．实施 “百校千人万企”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每年从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科研机构选派一批

中青年教师或科技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进驻企业，并向专业镇派遣科技特派团，帮助驻点企业解决技

术难题，提升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能力。设立企业科技特派员助理，带动研究生和大学生参与珠江三角

洲地区创新实践，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４．构建省部产学研重大创新平台。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大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等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地市、企业联合建立分支机构，共建省部产学研

重大创新平台，支撑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５．加快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每年选择２０个左右产业集聚度高、省部产学研合作机制
灵活、效果显著的区域、专业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转移园等，建立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

地，集中引导优势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基地内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６．实施省部产学研结合重大科技项目。充分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省部产学研结合重大科技项目为载体，推动大批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到珠江三角

洲地区实现产业化。

７．推动与中科院全面战略合作。设立省院合作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到珠江
三角洲地区转化。大力推动实施中科院广州生命健康研究院、散裂中子源、中国华南超级计算中心等

一批省院合作重大工程及项目。加快形成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要产业紧密联结

的技术研发、高新技术产业孵化、人才培养网络体系，共建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８．加快推进省属科研机构改革。出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深入推

进新一轮科研机构体制改革。重点在工业、农业、社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组建若干主体科研机

构板块。鼓励实力较强的科研院所重组兼并部分中小型科研院所。选择具备产权制度改革基础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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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进行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示范试点，支持有条件的转制科研机构产业实体上市。

９．鼓励发展民办科研机构。引导民办科研机构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集团等开展
技术合作，促进科技服务职能转移，提供社会技术服务。民办科研机构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比照其

他申报主体享受同等待遇。继续推进华南家电研究院等民办非企业机构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创办为行

业提供公共服务、推动产业创新的研究机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专业类、学术类社团的作用，促进

新技术推广、应用。

（二）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和转化

１０．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共性技术”和 “创新药物的

筛选与评价”省重大科技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推广示范一批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装

备。采用新机制建设华南新药创制中心，争取纳入 “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１１．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重点开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节能与新
能源、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现代农业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掌握一批行业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

在一些重点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１２．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联合基金规模。扩大支持领域，提高支持强度。选择３ ５
个学术前沿和重点领域，超前部署前沿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吸引全国优秀科学家、科研团队与珠江

三角洲地区合作开展原始创新。到２０１２年，争取在２ ３个前沿技术领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１３．加强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对接。支持产学研合作和区域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争取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南海深海研究计划等重大科技项
目落户珠江三角洲地区并进行成果转化。

１４．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加强大学科技园、科技成果孵化器、技术转移平台和中试基地建
设，争取更多的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设立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开展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建设高水平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

（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１５．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新型平板显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
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家庭等产业，打造深莞惠电子信息走廊，建设现代信息产业基地。加快

ＬＥＤ照明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用，实施 “千里十万”大功率ＬＥＤ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程，争取到
２０１２年，ＬＥＤ照明及相关产业产值超过１５００亿元。

１６．实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工程。重点加强干细胞、转基因、生物信息等关键技术和重大
产品研制，大力发展生物医学、生物育种等产业。高标准建设广州国际生物岛，推动我省科研机构与

哈佛大学共建干细胞联合研究所。

１７．培育新兴战略产业。实施高性能节能环保新材料创新工程，重点发展新型电子材料、特种功
能材料、环境友好材料和高性能结构材料等。着力发展环保技术与装备、环境服务产业等，培育环保

产业。实施能源产业创新工程，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重点建设风电机组产业化基地和

太阳能利用示范工程。推进核电自主创新，打造我国重要的核电基地和核电装备基地。建设蓝色海洋

产业带，重点开展海洋生物、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等。

１８．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二次创业”步伐。加快建设广州科学城 （北区）和深圳国家高技

术产业创新中心。推进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到２０１２年，把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中山、惠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科技园区，争取东莞、江门、肇庆等

市的省级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以高新区和科技园为节点，打造全球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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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实施科技服务业培育工程。大力发展创意设计、科技中介、科技孵化、科技信息、农业科技
服务、科技投融资服务、知识产权评估与质押融资、科技培训等科技服务业。积极培育风险投资、科

技评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利代理、科技信息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快各级生产力促进中

心、创业服务中心建设，创建现代科技服务业示范城市。发展科技会展业，扩大高交会的国际影

响力。

２０．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在核电设备、风电设备、输变电重大装备、数控机床及系统、海
洋工程设备、电子信息制造、石油化工成套设备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研发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功率风电机组、高速高精密数控机床、现代海洋工程装备、通用飞机、新能源汽车、现代医

疗仪器设备等战略产品和成套设备。

２１．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高标准建设家电、制鞋、五金、服装等特色产业基
地，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工艺设计，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大力发展环保、节能、高附加值产品，推动

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

２２．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实施百强创新型专业镇培育工程，实现专业镇技术创新 “从量到质”

“从点到群”“从生产型向创新型”转变。建设专业镇技术创新联盟和知识产权联盟，推动专业镇之

间的联合创新。支持鼓励专业镇与高校、科研院所实现有效对接，共建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提升专

业镇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做强做大。打造佛山家

电、建材，东莞电子、服装，中山灯饰，惠州鞋业、特色农业，江门造纸、水暖，肇庆小五金等专业

镇品牌，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品牌。

２３．加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加强良种繁育、动植物防疫、农产品加工保鲜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攻
关，依托省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星火产业带开展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示范，提

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实施优质稻产业化创新工程。全面推进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

工程建设。全面建设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立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体系、从种养到消费的食品安全

溯源和预警体系，实现食品安全保障从被动应付型向主动保障型转变。

（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２４．实施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重点培育一批持续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创新型企业。
鼓励企业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工程中心等高水平研发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组建企业

研究院。到２０１２年，“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示范企业总产值累计增加５０％，新增产值１０００
亿，新增专利５０００件以上，成为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创新的中坚力量。
２５．推动加工贸易型企业创新发展。在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等地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综合

试点工作，建设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引导部分实力较强、企业家素质较高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建立

研究开发队伍，建立现代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到２０１２年，争取引导５００家加工贸易型企业转型为科技
型企业，其中２００家企业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
２６．促进外资企业创新本土化。在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外资企业研发服务基地，

引导外资企业将创新资源和研发活动转移到珠三角，将其研发机构纳入珠三角自主创新体系，通过

“双向外包”合办研发机构、联合开发项目、委托专题开发、共同参与科研项目招标、专利技术等交

叉授权许可等合作方式，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溢出，带动珠三角技术进步。

２７．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国际化步伐。选择１００家具有国际化意愿和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实
施企业国际创新合作计划试点工作，支持企业与国 （境）外机构开展创新合作活动，鼓励到国 （境）

外建立研发网络，采用资本运作、兼并收购等方式获得国际一流的创新资源。

２８．推动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在珠三角省级专业镇、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等产业聚集区
域，重点建立完善５０个高水平的行业公共技术创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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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中小企业建立创新互动机制，发展各种形式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辐射

带动作用，形成特色产业协同创新机制。

（五）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２９．开创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轴的区域创新格局。加快构建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轴，以深
港创新圈、广佛创新圈为引擎，辐射带动珠江口东西两岸、环珠三角区域，“一轴两圈三弧”、融合共

享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加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创新一体化进程。

３０．实施粤港澳创新圈工程。规划建设前后海创新园、横琴岛创新园、南沙粤港科技创新园、莞
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建设珠澳、莞港跨境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园区，粤港惠共同推进仲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扩大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联合攻关招投标的规模和支持领域。落实 《粤港共建科技

创新平台合作协议》，联合建立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促进创新资源的共建共享。

３１．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继续办好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和东莞国际科技周等活动。积极
参与国家 “中医药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和 “新能源国际合作计划”等对外合作项目以及 “欧盟第七

科技框架计划”“尤里卡计划”等国际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分享国际前沿科技成果。开展科技领域中

外合资、合作试点。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

探索以 “亚铃型”新模式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平台。启动 “广东国际科技合作开发院”建设。

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 “知识城”项目，加强与东盟 “１０＋１”经济合作区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六）建设自主创新人才高地

３２．积极培养高端创新人才。继续发挥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以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创
业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为依托，以优势学科为载体，培育创新目标明确、知识结构

合理、创新绩效明显、核心竞争力突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

３３．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 “珠江人才计划”，重点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一批产业发展急

需的国际高端科技人才和团队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创新创业，为更高水平的科学发展和新一轮腾飞集聚

人才资源。

３４．建立健全激励创新的新型人才机制。完善创新人才动态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
导向的人才选拔机制与评价体系。建立鼓励科技人才实现柔性流动的政策法规体系。重奖为科技创新

与技术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探索建立人才资本与研究成果有偿转移制度，加快推进创新型

人才以专利、技术、资金等要素投资入股和参与分配。改革科技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坚持以

能力、实绩作为岗位职务聘任的主要依据，全面落实全员聘任制。

（七）加强自主创新环境建设

３５．建立完善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推动 《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规定》等立法工作。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自主创新优惠

政策。制定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细则，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和政府采购力度，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

３６．完善创新创业融资环境。设立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组建科技发展银行 （或商业银行

科技支行），用好广东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准备金，建设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市，积极发展

知识产权质押、租赁融资和创业投资，争取尽快设立广东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开展科技保险试点。

全面推进华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建设，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非公开股权柜台交易系统，做好与主板、

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衔接，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发展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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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市自创新专项任务及职责

除了全面做好自主创新工作外，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要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重点落实

如下专项任务：

（一）广州市要积极创建华南科技创新中心

发挥省会城市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相对集中的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优先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物流、创意设计、动漫等高端服务业，推进华南新药创制中心、知识城、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重点项目建设，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创

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８％，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５０家
以上，建成全国最具创新活力的省会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

（二）深圳市要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窗口、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增强科技研发、高端服务功能，强化国家创新

型城市的地位，着力构建通讯设备、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４０％，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３０家以上，基本建成
创新体系健全、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经济社会效益好，辐射引领作用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

自主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

（三）珠海市要构建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创新中心

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和区位优势，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发展功能和创新发展能力，建设国家软件产业

基地和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大力推动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信息制造、家用电器、

石油化工、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印刷及办公自动化耗材等六大产业的自主创新，积极培育海洋工程

装备、航空产业和游艇产业等先进制造业。规划建设横琴岛创新园，办成粤港澳合作创新的示范区。

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２％，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６家以上，为创建科学发展
示范市提供强大支撑。

（四）佛山市要建设现代制造业创新基地和产业服务中心

大力推动广佛同城化进程，与广州按照 “错位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

构建经济一体化、协同创新的无障碍通道。利用高新技术加快家电、机械装备、金属材料加工与制品

等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推进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建设，打造世界 “白色家电之都”、

全球平板显示产业重要基地和世界级 “陶瓷之都”，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２７％，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９家以上，建成全省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珠江口西岸区域创新重要的节
点城市。

（五）惠州市要建设极具创新活力的新型工业化名城

重点抓好电子信息高端制造业、临港基础产业和石化产业的自主创新，推进液晶电视整体装备一

体化，抓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加强与珠江口东岸创新体系的对接，共建创新平台，增创科技及人才

新优势。推动惠州仲恺高新区 “一区四园”整合升级，成为粤港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园区。打造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建设现代石化数码产业名城。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０％，建立
国家工程中心等５家以上，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石化基地和国家级电子信息特色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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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莞市要创建高新区二次创业与产业升级示范区

大力构建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带动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打造虎门服装、中堂造纸、长安电子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镇品牌。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高标准建设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全面推进科技东莞建设。到２０１２年，研
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５％，建立国家工程中心３家以上，建成松山湖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七）中山市要重点打造创新型装备制造业基地

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船舶工业、风力发电、包装机械、大型钢结构、轻工业装备等创新型装

备制造业，提升健康医药产业、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动家用电器、灯饰光

源、精细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升级发展。推进国家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际健康医药产业基

地、国家火炬计划中山 （临海）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中山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建设。到２０１２年，研
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２％，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２家以上，成为珠江口西岸重要的高新技
术服务业基地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西翼产业及科技辐射的重要平台。

（八）江门市要建成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加强行业内技术研发合作，建立区域性的行业技术研发中心，提升摩托车及零配件、纺织服装、

电子信息、食品、造纸及纸制品、建材等六大支柱产业以及半导体照明、清洁能源产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大力培育和加快发展石化工业、装备制造、钢铁加工、汽车零配件、精细化工、精密制造等先进

制造业，打造 “佛 （山）珠 （海）中 （山）江 （门）”先进制造业产业带的重要创新节点。到２０１２
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１９％，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２家以上，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
的经济增长极。

（九）肇庆市要积极创建传统优势产业技术升级集聚区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转移，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

术改造纺织服装制鞋、新型建材、食品饮料、林产化工等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

产业，形成发展新优势。增强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后

劲。到２０１２年，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１３％，建立国家工程中心等４家以上，建成肇庆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 “融入珠三角，连接大西南”的区域创新中心城市。

六、实施方法和步骤

（一）实施方法

１．加强省部会商，形成多层次、全方位推进自主创新的工作机制。全面细化 《纲要》关于自主

创新的各项工作任务，梳理需要国家支持的具体事项，并以省政府名义专报国家相关部委请求支持。

专人负责，加强沟通汇报，建立紧密型的省部合作长效机制，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部委对珠江三角洲地

区自主创新工作的指导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措施，加快落实 《纲要》各项任务。

２．示范先行，加强重点示范工程建设，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局。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加
速技术、产业、金融资本的融合，推动自主创新关键领域重点突破，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格

局，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形成支持珠三角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带动产业经济跨越发展。

３．重视方法创新，提高自主创新效率。准确把握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趋势，有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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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市场需求和企业科技需求，按照产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组织行业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行业协会等联合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指导技术攻关，引导创新资源投入，提高自主创新

效率。

（二）实施阶段及关键节点

１．攻坚突破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把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自主创新的难得机遇，用好
用足中央和省关于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全面展开自主创新综合试验，迅速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全社会主要科技进步指标取得关键突破，步入全国先进

行列。

２．全面提升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建立适应珠江三角
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开放型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水平。

七、工作机制与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科技与自主创新专项实施工作小
组”，由省科技厅主要领导任组长，省科技厅相关业务处室、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主

要负责同志任成员，具体指导 《实施方案》的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工作

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二）加强统筹协调

加强与省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争取相关单位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

持，做好省市联动，共同推动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三）开展监督评估

对 《纲要》实施情况全程跟踪，及时检查、定期评估。建立督办制度，编印督办信息简报。将

《纲要》落实情况列入市县党政领导推动科技进步实绩考核、指标评价体系。有关地市要全面建立定

期检查和动态考核制度，加强检查，狠抓落实，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发现解决新问题。

（四）积极宣传普及

充分利用科技进步月等主题活动，以现场会、宣讲团巡讲等形式开展宣传报道，使全省科技战线

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形成贯彻实施 《纲要》的共识，营造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院
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

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广东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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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关键时期。为探索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机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根据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精神，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 “中科院”）共同制定本规划纲要。

一、近年来省院合作的进展与成效

广东省与中科院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１９９７年，双方开始共同建设中科院广州分院系统。２００１
年，双方签署了 《关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协议书》。近年来，双方紧紧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采用多种合作模式，共建了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等一批重要的创新平台；与东莞、肇庆、佛山等８个市共建了２２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和联
合研发单元，组织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对提升广东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院共建已经成为广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

二、新时期省院全面战略合作的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争当全国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排头兵为目标，以 “企业满意、

政府满意、人民满意”为标准，紧紧围绕关系广东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科技领域、关系珠江三角洲现代

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以及关系广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将中科院创新资源与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有机结合，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并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

———集聚全院力量，服务广东发展。双方采取有力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利用中科院科技力量与

广东合作共建或扩建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和鼓励中科院院属单位在广东以各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支

持和鼓励中科院的科研团队和科技人员到广东创新创业；支持和鼓励利用中科院的各类创新平台、产

业化基地和人才培养计划等，吸引和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服务广东发展。

———着力省院合作，加快成果转化。在继续加强和提升中科院与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全面合作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科院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以下简称 “珠三角”）其他市在电子信息、新能源

与节能减排、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深层次、大规模的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中科院与粤

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多市的合作，形成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务实高效的省院合作新格局。

———加强基础研究，共建创新体系。围绕广东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发展需求，充分

发挥中科院的科技创新优势，联合广东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组织实施重大项目，提升广东承接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广东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进一

步提升广东在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中的地位。

（二）发展目标

通过省院全面战略合作，共同争取一批国家及中科院的重大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落户广东，强化

广东创新资源优势；不断创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机制，共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入粤转

化，使广东成为国内外优秀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吸引和培养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使广东成为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聚集高地。充分发挥中科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在广东培育一批高

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大幅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促进优势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构建广东现代产业体系。

到２０１０年，初步构建起中科院及海内外优势创新资源有序进入广东、服务广东的国际平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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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省院合作，解决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共性技术难题，直接带动广东企业年新增销售收入１２０亿
元以上，为广东培养和输送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２０００名以上。合作实施的重大项目 （平台）取得实

质性进展和成效，“穗—莞—深科技创新走廊”初具雏形，粤港澳科技合作更加紧密。完成中科院在

粤科技力量的规划布局，人员队伍总规模达６０００人。
到２０１５年，省院合作平台更加完善，中科院院属各研究所与广东建立了紧密长效的合作机制，

一批重大项目 （平台）取得显著成效。通过省院合作，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带动广东企业

年新增销售收入６００亿元以上，育成一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广东培养和输送新增高层次科
技创新人才６０００人以上；省院共建的创新平台、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完成
中科院在广东省科技布局的战略调整，力争在粤中科院人员队伍总规模达１５０００人；广东区域自主创
新体系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实现构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和全国自主创新排头兵

的目标。

三、新时期省院全面战略合作的重点任务

（一）构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积极推进散裂中子源、南方深海海洋科技创新基地、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国家华

南超级计算中心、广州中科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创新平台的建设，大幅

提升此类平台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

优化调整中科院在广东的科技资源布局，提升中科院在粤科研机构的综合实力，支持和鼓励中科

院院属单位与广东各地及企业的合作，设立形式多样的研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

加强中科院院属单位与广东区域创新体系中其他单元的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工程 （技术）中

心等形式，强化技术、人才、成果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科院的各类创新平台对广东全面开

放，全面支持广东高校、研究院所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提升广东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综合实力。

发挥中科院创新资源和国际合作的优势，联合实施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等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加强与港澳地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快粤港澳创新圈建设步伐，加快提升广东国际科技合作的

水平和层次。

（二）共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建设中科院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加速中科院重大成果在广东实现产业化。探索科技与经济相

结合的成果转化新模式，按照市场化原则创办中科院广东产业技术创新和育成中心，为产业技术集成

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全方位服务与支撑，形成中科院院属研究所与珠三角重要产业紧密联结的技

术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孵化网络体系。探索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组建知识产权运营公司，系统集成中科院

高商业价值的专利技术或工艺，在广东实现转化和产业化。

（三）推进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联合中科院院属研究所、广东高校、科研机构和省内企业，通过共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共建成果

产业化基地等形式，组织实施一批重大 （重点）项目，突破重大产业共性技术难题，大力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领域。围绕创意产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旅游业等领域，加快信息安全、电

子商务、工业设计、ＲＦＩＤ等技术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应用推广。
———先进制造业领域。重点共建机器人创新平台，开拓民用机器人市场；推进半导体激光技术的

产业化；促进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机器视觉识别与光电检测、精密光学加工等领域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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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移转化。

———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重点围绕软件与集成电路设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卫星导航、

汽车电子等领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装备、战略产品及相关标准，促进广东电子信息产业

由大做强。

———新能源产业领域。重点针对提高能源转化利用效率，开展技术集成与转化研究；围绕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领域，在器件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加大攻关力度，争取重大

突破。

———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加快华南新药创制中心及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建设，推进创新药物的研发

与产业化；开展重离子／质子治癌技术的应用；加大重大疾病早期预测、发现、诊断和控制技术研究，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成本数字化医疗器械和装备。

———海洋生物产业领域。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重点围绕名贵海洋

生物种苗培育、海洋微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健康养殖、海洋药物、水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加大研发

力度，促进广东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

———新材料产业领域。重点在环境友好材料、特种功能材料、高性能陶瓷结构材料、特种工程塑

料等领域，建设工程与技术创新平台；开展可循环回收材料、环保型可降解塑料、传感材料、电池材

料以及耐高温、耐磨、耐腐蚀、耐冲击陶瓷等材料及装备的研发，为广东材料行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持。

———现代农业和农村领域。重点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品种选育、绿色农业、新能源利用、信息

化建设等技术；共建农业生物技术与集约养殖中心；建立一批小城镇循环经济发展示范点，推动广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态环保产业领域。建设华南近海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珠三角污染与控制研究

中心和大气环境质量超级观察站等平台，加强在生态系统恢复、污染控制和废弃物处理、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服务于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

（四）共建广东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体系

落实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充分利用中科院在

粤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加大从海内外吸引和集聚高水平科学家和科研团队的工作力度，服务广东省

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中科院 “百人计划”的品牌优势，加大中科院 “百人计划”在粤科研机构的人才引进

力度，尤其是为广东大中型企业、省属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吸引更多高水平研发人才。中科院积极探

索为企业的 “百人计划”入选者提供政策、资金服务等的新机制。

发挥中科院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优势，为广东培养和输送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鼓励中科院毕

业研究生到广东创新创业。利用中科院的实验条件和技术设施，为广东相关企业培训技术骨干；通过

产学研结合项目的实施，加快各类人才培养。以中科院联想学院为载体，为广东省中小企业培训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人才。从中科院院属研究所选派联合研发团队和企业科技特派员入驻广东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产品研发、人才培训和成果推广等，帮助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强

省院双方科技副职的互派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本纲要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分年度制定实施计划，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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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责任。充分发挥省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的作用，积极研究部署省院合作的重大事项，指导省

院合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二）加强统筹协调

在省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广东省有关部门，中科院院属各单位要共同落实好各项

工作任务。广东省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将开展省院合作纳入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好抓实。

广东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要与中科院院属研究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断提高办学水

平、科研实力和自主研发能力。

（三）加强资金保障

双方紧密配合，通过联合申请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以及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

程 （技术）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

广东省多方筹集、统筹安排省院合作专项资金，制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省院合作开展技

术集成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等提供引导性支持。广东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和相关企业要增加对省院合作

的配套投入。

中科院根据省院合作需求，调整资源布局，在项目、基地、人才资金等方面，加大力度重点支持

中科院院属各单位与广东联合开展重大项目研发、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成果转移转

化等工作。

探索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的新机制。适时推进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市场化方式与地方

政府组建风险投资基金，促进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四）加强检查评估

建立重大创新平台、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和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合作单位是否满

意、地方政府是否满意、当地老百姓是否满意为原则，实现科学评估、择优支持、动态调整。双方根

据对合作绩效的评估结果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适时调整和完善下一步省院合作的有关工作。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日）

为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精神，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以下简称 “高新区”）发展，提升我省产业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制定本意见。

一、加快高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战略定位和总体目标

（一）重要意义

高新区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引擎，是新形势下提升我省产业竞争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的主要载体。各地各部门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加快高新区发展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

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全省高新区发展上水平上台阶，为全省科学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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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定位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全省自主创新核心区、现代产业体系先导区、国际

科技合作承载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科学发展模式示范区，为我省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作出重要贡献。

（三）总体目标

力争到２０１２年，全省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到２５亿元，年均增长２５％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达到２万亿元，研究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额比例达到４％，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成
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基地。到２０２０年，全省高新区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集团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创性产品，成为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开放型区域创新集群。

二、高标准建设高科技园区

（四）建设两个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广州、深圳高新区要以国内先进园区为争先竞位目标，积极实施赶超战略，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

间建成全国领先的高新区；要以美国硅谷等全球先进园区为标杆，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力争到２０２０年率先跨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广州高新区要重点推进科学城北区建设，加
快建成国际知名、辐射全国的 “知识城”，并力争将 “知识城”上升为国家级合作项目。深圳高新区

要以深港创新圈建设为契机，加强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中心。

（五）创建一批国家创新型园区

珠海、中山、佛山、惠州等国家级高新区和东莞高新区应采取引进高端产业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并重的方针，积极创建国家级创新型科技园区和特色鲜明的自主创新基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高端产业集群。积极推动东莞、肇庆、江门等条件成熟的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

（六）建设一批省级特色产业园区

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高新区要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举的方针，

加快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全省规划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区，引导高新技术产业

集聚发展。抓紧启动省级高新区的认定申报工作，促进形成全省高新区均衡发展的格局。

三、发展高端创新集群

（七）提升发展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各高新区要大力发展通信设备、精密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软件及集成电

路、资源与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到高新区投资创业，注重培育发展内生高新

技术企业，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向高端环节发展，着力发展总部经济集群，努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

加值。

（八）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

紧跟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前沿，积极培育新一代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新型电子元器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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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材料、可再生清洁能源、海洋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战略产业，努力缩小与国际高科技园区的

技术差距，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九）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现代信息服务、创意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服

务、现代物流等高技术服务业，引导高新区形成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 “双轮”驱动的新型产业

体系。

四、集聚自主创新资源

（十）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实施产业前沿技术重大攻关计划，支持高新区重点开展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加速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省、市有关部门的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和创新资源要重点向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支持其开展研发和产业化活动。引

导高新区积极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全面加强高新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

工作。

（十一）集聚全球高层次人才

推动全省高新区成为汇集、吸引、培养全球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载体，鼓励高新区制定培养吸引高

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培养引进高新区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选择一批高新区建立省级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积极支持广州、深圳高新区建设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鼓励更多高新区积极创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十二）强化高新区科技合作交流

支持高新区及区内企业与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产业创新联盟和地方

研究院，提高产学研合作层次和水平。以省院合作为契机，促进中科院重大项目和创新资源在我省高

新区进行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组建全省高新区战略联盟，建立健全全省高新区协同发展机制。加强

高新区与港澳台和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粤港共同推进高新区建设计划，引导境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到我省高新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各类科技服务。

五、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十三）赋予高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对国家级高新区，省直有关部门和高新区所在市要依法赋予其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关的行政管

理权限。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高新区所在市有关部门在高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将本部门行政

审批权限下放到分支机构；市有关部门在高新区未设有分支机构的，将行政审批权委托给高新区管委

会，由高新区管委会代行市级审批权。土地管理权限按现行法律法规执行。对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赋予

高新区的专属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高新区所在市政府应当协调和组织有关职能部门按期统一办理、

联合办理或者集中办理。对条件成熟的省级高新区参照国家级高新区赋予相应的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鼓励高新区在管理模式上先行先试，建立科学高效的新型模式。

（十四）建立高新区新型财政管理体制

积极推广广州高新区先进管理模式，赋予高新区一级财政管理权限，收支在市级财政预算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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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高新区管委会负责高新区财政收支预算编制及审批工作。各地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

收分配，要体现对高新区的适度倾斜。对高新区内企业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高新技术装备

和产品实施政府首购与订购政策。

（十五）建立科学专业化的管理模式

除市管干部外，高新区根据所在市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的总编制，可遵循规范、精简、高效的原

则，决定高新区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调配、管理、福利待遇、任免和奖惩。探索建立在适当

领域相对集中统一的执法机构。加大对专业管理团队的引进力度，强化高新区服务职能，对管理团队

中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可以实行聘用制。

六、优化高新区发展环境

（十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

各市要将高新区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

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和城乡规划年度实施计划，予以重点支持和保障、优先施工建设。加强

高新区环境保护。新设立高新区应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通过环评优化园区规划、布局，高新区污

染集中治理设施要与园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十七）加强高新区土地的集约利用

鼓励各地采取土地置换、土地使用权调整、改变土地用途等方式盘活用地，优先安排高新区发展

循环经济和绿色生产、高附加值的项目。积极推动发展较好的高新区结合实际情况，加快高新区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评估工作，按国家和省的有关审批原则及程序申请适当扩区。高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和耕地占补指标可在高新区所在市域范围内平衡，耕地占补指标在所在市域不能平衡的，可按有关规

定申请跨市补划。

（十八）加强高新区公共服务与孵化功能建设

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保险、风险投资、担保机构、技术交易、科技信息、公共检测服务平台等中

介服务机构，引导其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各高新区必须建立创业服务中心、科技企

业孵化器或集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省级研究开发院，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

切实落实好国家有关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税收优惠政策。

（十九）加大各级财政对高新区的科技投入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高新区的科技投入力度，推动高新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设立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引导资金，引导地方和社会资金加大对高新区的投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省财政
专项安排资金５亿元，其中２０１０年安排１亿元，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各安排２亿元，主要用于推动高新
区研发与引进产业高端项目、孵化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加速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培育发展半导体照

明和新型平板显示等高新技术产业。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省高新区发展引导资金

的具体使用和管理办法。

（二十）开展高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工作

在条件成熟的高新区开展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组建服务自主创

新的新型金融组织。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机制，探索发展新型担保机构。创新上市后备资源培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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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高新区内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在高新区设立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高新区内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高新技术企业。

争取广州、深圳等发展较好的高新区进入国家在高新区内开展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办转让

试点。

七、充分发挥高新区辐射带动作用

（二十一）建立高新区与产业转移园协作机制

建立发达地区高新区与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园长期产业转移、配套、合作的机制，推动产业在转

移过程中实现优化升级。促进珠三角高新区与环珠三角区域、东西两翼产业梯度转移和配套合作，在

全省形成若干以国家高新区为技术创新辐射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域，形成产业由低端向高端梯

次发展的科学格局。进一步完善高新区和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提高高新区对当地科技、经

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

（二十二）引领全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高新区要通过开展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建成全

省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为全省提供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和产品。要通过合理开

发和集约使用土地资源，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成为全省土地集约使用的示范区，建成生态文

明、社会和谐、品位高雅的科技新城，为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树立典范。

八、切实加强领导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由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和高新区所在市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省高新区发

展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高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负责全省高新区建设的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高新区

发展。高新区所在地市委、市政府要加强对高新区的组织领导工作，将加快高新区发展摆上工作日

程，及时研究解决高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关键问题。高新区党委或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应

由所在市党政领导成员兼任，高新区所在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高新区管委会领导班

子成员。

（二十四）强化对高新区的考核工作

把高新区的发展列入所在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和统计

部门要加快研究制定包括产业集聚度、研发投入、研发机构、知识产权、政府服务等为重要内容的考

核评价指标体系。对全省高新区实行动态管理，由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意见制定具体的考核办

法，并牵头组织对高新区进行定期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高新区给予必要警告，直至按有关

程序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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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若干配套政
策》（国发 〔２００６〕６号）、《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和 《广东省促进

自主创新若干政策》（粤府 〔２００６〕１２３号）的精神，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在促进自主创新中的导
向功能，规范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运行机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结合财政部

关于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有关规定，现就推进我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提出如下

意见：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第一条　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活动应当遵循依法采购原则、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
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二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以下统称 “采购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属于纳入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实行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及实施政府首购和

订购。

第三条　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产品是指纳入 《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清单》 （以下简称

《清单》）的货物和技术服务，该 《清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科技部门依据政府采购的需求从 《广

东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限制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 （指提供自主创新产品的生产商或

代理商，下同）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

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科技部门要积极为自主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政策指导及业务培
训，定期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通报采购信息，建立起企业和科研机构快捷、便利获取政府采

购需求信息的 “绿色通道”。

第六条　采购人应及时将自主创新产品的使用情况向各级财政部门和科技部门反馈，省财政部门
和科技部门要根据反馈情况及时更新 《清单》；企业要建立自主创新产品使用意见反馈机制，推动企

业技术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七条　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参与投标时，除按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
购人提供有效期内的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证书，经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审核确属 《清单》内产品的，

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实施优先采购。

第八条　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参与投标时不得故意虚抬报价，并有义务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提供自主创新产品价格说明。

第九条　联合体参与投标时，联合体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为提供自主创新产品的投标供应商的，
联合体视同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

第十条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经

批准采购外国产品的，应当坚持有利于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将合同授予转让核心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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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

第二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

第十一条　采购人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考虑优先购买自主创新产品，按照 《清单》的范

围编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同时标明自主创新产品。年度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应与部

门预算同时编报，年中追加预算应当按预算审批程序编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对于纳入部门

预算项目支出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项目，财政部门应优先予以保障。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明确提出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要求，在部门预算的相
关表格中增加反映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内容，随同编制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一并下发。各级财政

部门应当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纳入预算支出绩效考评范围，在共性考评指标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指标中，增加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因素。

第十三条　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计划。

第三部分　政府采购方式

第十四条　采购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采
购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如该产品符合第十八条 （一）（二）（三）款

的条件，经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批准，可以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及单一来源等采购

方式。

第十五条　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目录内的，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竞争性谈判和
询价方式采购，应当优先确定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参加。

第十六条　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目录内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必
须在采购文件中对资格要求、评审方法和标准等作出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规定，不得含有倾

向性或者排斥潜在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的内容。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评审

第十七条　自主创新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价格扣除是指 “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在参与投标时对其

投标价格按照国家及广东的有关规定在评审时给予一定幅度的优惠，政府采购合同仍以投标价格

为准。”

第十八条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的项目，对自主创新产品可以在评审时对其投标价格给予５％
１０％幅度不等的价格扣除。具体价格扣除幅度如下：

（一）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１０％的价格
扣除；

（二）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得广东省专利

金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９％的价格扣除；
（三）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专利优秀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给予８％的

价格扣除；

（四）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给予７％的价格扣除；
（五）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且申请了国外专利的，给予６５％的价格扣除；
（六）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的，给予６％的价格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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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自主创新产品给予５％的价格扣除。
第十九条　采用性价比法评标的项目，应按照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所述原则，在商务评标项

中增加自主创新产品评审因素，并给予自主创新产品投标报价４％ ８％幅度不等的价格扣除。具体价
格扣除幅度如下：

（一）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８％的价格
扣除；

（二）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得广东省专利

金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７％的价格扣除；
（三）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专利优秀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给予６５％

的价格扣除；

（四）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给予６％的价格扣除；
（五）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且申请了国外专利的，给予５５％的价格扣除；
（六）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的，给予５％的价格扣除；
（七）其他自主创新产品给予４％的价格扣除。
第二十条　投标产品中仅有部分自主创新产品时，供应商应单独列出自主创新产品报价，评审时

仅对自主创新产品按第十八、十九条的 （一）至 （七）款进行价格扣除，且价格扣除幅度不能叠加。

第二十一条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的项目，对自主创新产品应当增加自主创新评审因素，并在评
审时，在满足基本技术条件的前提下，对技术和价格项目按下列规则给予价格评标总分值和技术评标

总分值的４％ ８％幅度不等的加分，具体加分幅度如下：
（一）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８％的加分；
（二）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得广东省专利

金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给予７％的加分；
（三）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专利优秀奖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给予６５％

的加分；

（四）该自主创新产品近五年内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给予６％的加分；
（五）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且申请了国外专利的，给予５５％的加分；
（六）该自主创新产品拥有中国发明专利的，给予５％的加分；
（七）其他自主创新产品给予４％的加分。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产品中仅有部分自主创新产品时，供应商应单独列出自主创新产品报价。采用

综合评分法的项目在评审时应计算出自主创新产品报价占总报价的比重，价格评标总分值和技术评标

总分值的加分幅度分别为第二十一条 （一）至 （七）款的加分幅度乘以该比重。

第二十三条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或性价比法评标的项目，投标供应商具备经国家科技行政等部
门认定的创新型企业资质的，设商务评审部分的５％分值；具备经省科技行政等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或创新型企业资质的，设商务评审部分的３％分值。

第二十四条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或性价比法评标的项目，鼓励供应商通过商业保险解决风险问
题，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等科技保险险种，可以将投保科技保险作为评审因素，并

设商务评审部分的３％分值。

第五部分　政府采购合同

第二十五条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应当在履约保证金、付款期限等方面给予自主创新产品
供应商适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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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应当在自主创新产品认证有效期之内 （指在投

标截止时间为止）。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期限一般不得超过自主创新产品认证有效期。

第二十七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依法变更合同条款、签订补充条款或协议的，不得
违背促进自主创新的原则。

双方当事人依法变更合同条款、签订补充条款或协议涉及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人应当将补充条

款或协议的内容、补充理由，以及变更后的合同、补充条款或协议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因变更、撤销、中止或终止而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的，采购人有权作出终止合同的
决定。

第六部分　首购和订购

第三十条　首购和订购的产品应当具有首创和自主研发性质。属于自主创新产品的，应当按照自
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执行。

第三十一条　广东省首购产品的认定按照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 《国家自主创

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国科发计字 〔２００６〕５３９号）以及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自

主创新产品认定的管理办法 （试行）》执行。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首购产品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科技等部门研究确定后纳入 《清单》予以公布，

开具政府首购证书，在有效期内实行首购。

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省科技部门推荐符合首购政策精神的产品，经省科技部门会

同财政等部门认定和评审后，可以补充进入 《清单》。具体推荐程序由省科技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

制定。

第三十三条　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首购产品类别的，采购人应当购买 《清单》中列明的首购产

品，将采购合同授予提供首购产品的供应商。采购人可以采取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采购首

购产品。

第三十四条　提供首购产品的供应商应当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对于符合政府首购基本条件的试制
品的采购活动，参照本意见要求执行。

第三十五条　采购人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面向全社会确定订购产品供应商，签订订购产品政
府采购合同，确保充分竞争。订购产品政府采购合同应当授予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

事业单位。

政府订购活动应当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

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必须在采购文件的资格要求、评审方法和标准中明
确对订购产品供应商的具体要求、订购项目成果的详细技术要求、以及相关评分要素和具体分值等。

第三十七条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需求合理设定订购产品供应商资格，包
括技术水平、规模、业绩、资格和资信等，不得以不合理的要求排斥和限制任何潜在的本国供应商。

第三十八条　以联合体参与投标订购项目的，投标供应商必须为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
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十九条　首购产品公布前的政府采购合同继续执行，首购产品公布后的政府采购活动，应当
按照政府首购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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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重大项目的政府采购

第四十条　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重大建设项目所需原材料、机器设备，比照政府采购有关
规定，依据本意见要求，鼓励优先购买列入 《清单》的产品。

第四十一条　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 （指列入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

项目）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采购人可以采用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采购；采购人

应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且国产设备采购

比例一般不得低于６０％，并纳入项目竣工审计的范围之内；审计后如不符合承诺要求的，审计部门应
及时通知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停止拨付建设项目余款。

第八部分　政府采购监督

第四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研究建立采购自
主创新产品奖惩制度。

第四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核过程中，应当督促采购人编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
并加强审核管理。对应当编制而不编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的，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

第四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
容有：

（一）采购人编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情况以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自主创新产

品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

（二）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

（三）供应商参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投标活动和合同履约情况。

第四十五条　对于列入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其采购结果为非自主创新产品的，采
购人应当向财政部门作出书面说明，财政部门视情况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第四十六条　对采购人未编报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或不按预算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的，财政部门视情况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第四十七条　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采购项目作废标处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

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一）采购文件中未载明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规定的；

（二）以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者排斥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

（三）采购的产品属于 《清单》内的，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方式采购时，未邀请自

主创新产品供应商参加的；

（四）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后，拒绝签订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或拒绝接受自主创新产

品的；

（五）不按照采购文件及其他采购文件和中标、成交自主创新产品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响应文件

确定的有关促进自主创新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六）政府采购属于 《清单》内的产品，未经批准，擅自采购外国货物或技术服务的。

第四十八条　采购人不执行政府首购、订购政策的，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财政部门视情
况可以拒付采购资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

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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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第四十七条中的 （一）（二）（三）款规定执行或有违反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政府采购代理资格或取消代理资格的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中标、成交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并处以政府采购项目中
标、成交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省财政

部门应将该产品从 《清单》中删除，并及时反馈省科技部门。

（一）提供虚假材料冒充自主创新产品谋取政府采购合同的；

（二）自主创新产品投标报价高于制造商指导价的；

（三）以自主创新产品名义谋取中标、成交后将合同转包的；

（四）中标、成交后将自主创新产品分包给其他供应商的；

（五）提供的自主创新产品质量不合格、影响正常使用的。

第五十一条　获得首购订购合同的中标、成交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结果无效，
并处以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

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省财政部门应将该产品从 《清单》中删除，并及时反馈省科技部门。

（一）提供虚假政府首购证书谋取政府采购合同的；

（二）获得政府首购、订购合同后将合同转包的；

（三）获得政府首购、订购合同后分包给其他供应商的；

（四）提供的政府首购产品质量不合格、影响正常使用，或者承担的研究开发任务不能按照采购

文件和合同约定完成的。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有
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及时处理。

第五十三条　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项目不适用本意见。
第五十四条　本意见未作出规定要求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主创新产

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

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意见由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关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 （粤发
〔２００８〕５号）和全省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现就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根据国家和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精神，通

过分类改革、资源整合、机制创新、配套推进，着力提升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公

６５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益服务能力，构建结构合理、规范高效、机制科学、充满活力的科研体制机制，形成既符合科技发展

规律又体现广东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创新型广东建设。

（二）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充分体现政府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中的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

政策配套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激励创新创业、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基础

性作用，进一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科研体制改革的新格局。二是分类推进与整体配套相结合。

对科研事业单位进行分类定性，采取不同的改革和管理措施，并与人事、财政、社会保障等改革配套

推进，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化改革。三是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相结合。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科研

机构开展创新活动的良好环境，提高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分类定位，明确职能

根据我省现有科研事业单位 （含社会科学类科研事业单位）职责任务、服务对象、资源配置、研

究领域和发展方向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三类。

１．公益一类科研机构。指从事基础性或共性技术研究与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包括非排他性地向全社会或某个学

科 （行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数据、资料、资源及技术保

障；为政府决策和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的基础研究机构、重点公益科研机构等。对此类单位，财政根据

其正常业务需要提供相应经费保障；其履行职责依法取得的非税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实行 “收支两

条线”管理。

２．公益二类科研机构。指面向全社会提供涉及人民群众普遍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公益科
研，可部分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应用等科研事业单位。对此类单位，财政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政

策、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结合单位业务特点和财务收支状况，合理核定投入水平；其公益服务项目

和收费标准由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确保实现公益目标的前提下，可依法开展相关的经营活

动；依法取得的非税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依法取得的经营性收入纳入单

位预算管理，统一核算和管理，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发展，并依法纳税。

３．公益三类科研机构。指具有一定公益属性，但社会化程度较高，与市场接轨能力较强，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可基本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科研事业单位。此类单位实行经费自理，自主开展公益服

务活动和相关经营活动，所需经费主要来自服务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社会力量投入等。政府可以

视其承担公益任务情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相应支持。开展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可自主支配

并依法纳税。具备转企条件的逐步转为企业。

在进行分类定位的同时，合理界定和分离科研机构承担的公益性和经营服务性职能，推动事企分开；

剥离科研机构办社会职能，科研机构开办的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原则上应撤销或移交当地政府。

（二）整合资源，优化结构

１．组建主体科研机构。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推动科研机构
分类整合和公益科研业务重组，组建若干主体科研机构。以实力较强的工业研究院所为基础组建广东

省工业技术研究院，为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撑。以农业领域的龙头研究院所为基础组建农

业领域主体科研机构，为我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持。整合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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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研究院所，组建社会发展领域主体科研机构，为我省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和谐广东提供科技支

持。整合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院所，组建现代服务业和社会科学领域主体科研机构。

省编办和省科技厅等部门牵头制订主体科研机构组建方案。

２．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推进科研机构的调整、联合、合并和重组。对部分研究开发领域相
同相近或优势互补的科研机构，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进行归并联合或战略重组。高等学校所属科研

机构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和定位，在分类定性的基础上实施改革。

３．建设区域和行业技术创新中心。结合我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
推动科研机构的创新优势与区域和行业特色产业优势有效对接，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工业、农业和社会

发展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心，共建产业集群、产业转移园区、专业镇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和产学研结合

示范基地，加强技术、产品开发和成果产业化，形成科研与产业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４．发展企业研发机构和民办科研机构。鼓励和引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产学研合作等形式
与企业合作建立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实现科技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和技术中心的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企业研究院，投资建立专业型

的研究开发公司。积极稳妥地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科研机构。

（三）转换机制，创新管理

１．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以财政性资金为主建设的科研机构要建立 “职责明确、评价科学、

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现代院所制度。实行科研机构院 （所）长负责制，建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咨询

制和职工代表大会监督制，建立健全科研机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和规章制度，形成与公共科技服务、

公益科技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有效机制。改革院 （所）长任命办法，推行聘用制和任期制。积极探索理

事会决策制，选择一批涉及多领域、多行业、多管理层次的科研机构开展理事会管理制度试点。组建

由行业主管部门、科技综合管理部门、本单位代表、行业专家代表、出资方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政

府主管部门通过参加理事会，对政府投资的科研机构进行间接管理。

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研事业单位的岗位绩效薪酬制度，公益一类科研机构执行国
家统一的工资政策和标准；公益二类和公益三类科研机构执行国家统一的基本工资政策，实行灵活多

样的分配方式。扩大科研事业单位内部分配自主权，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

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通过采用按需设岗、按岗聘用
和竞争上岗等手段，逐步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适才适用的选人用人机制；通过长期、中

期、短期聘用合同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形成核心主导业务骨干人员稳定，重要业务骨干人员相对稳

定，其他人员实行动态管理的用人机制，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４．加快产权制度改革。选择具备条件的科研机构进行试点，开展产权制度改革，使其发展成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事企分开、管理

科学的市场竞争主体，支持有条件的转制科研机构产业实体上市。科研机构内部经济实体可按照规范

操作、严格审批的原则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吸收职工个人和社会资本出资持股，转制为投资主体多元

化的混合所有制科技型企业。鼓励公益类科研机构积极探索产权制度改革。

５．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研究制订公益类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评
价结果作为调整科研机构承担公益科研任务、人员编制、财政投入强度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类型科

技活动和岗位特点，科学制订科研人员的评价办法和评价标准，科学使用量化指标，合理确定评价周

期，评价结果作为人员聘用、职务晋升和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

８５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三、配套措施

（一）加大财政科技投入

各级财政对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科研机构从事公益科研和公共科技服务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

持。创新绩效管理，财政投入要更多地与公益类科研机构的绩效挂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激励

和资助机制，加强公益科研成果的推广、示范与转化。对社会力量举办或国家参与举办的科研机构，

可以视其承担公益任务情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相应支持。

（二）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按照我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妥善解决改革过程中涉及的人员安置和社

会保障问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所需经费由原渠道解决。按照我省关于科研机构改制后养老

保险政策，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改制前后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发放和管理工作，妥善解决改制后退休人员待

遇水平衔接问题。鼓励省属科研转制单位从发展收益中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

（三）支持创新能力建设

加强科研机构创新平台建设，依托各类科研机构建设一批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

和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对省级以上的重点实验室、公共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重

点科研基地等创新平台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把科研体制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实施。要严格控制纳

入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的范围，省属科研事业单位的分类，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初步意见报省编办商

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审核，按机构编制审批程序报批。省以下科研事业单位的分类定位工作，由各级

机构编制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意见组织实施。

（二）加强部门协调

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确保科研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要认真研究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科研机构科技人员支持

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

（三）严肃改革纪律

各地、各部门要严肃改革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对改革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出台

重大改革措施，要按规定程序报批。严禁利用改革之机突击提职、提干、调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认真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制，严禁隐瞒、侵占单位国有资产。监察和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科研事业单位体

制改革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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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评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引进我省急需的创新科研团队，根据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粤发 〔２００８〕１５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审工作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用人单位为主、政府引导支持为辅。

第二章　评审对象和组织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引进对象是指世界一流、对我省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能带来重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科研团队；国内顶尖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科研团队；国内先进水平的创新

科研团队。

第四条　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创新科研团队的引进工作，负责确定引进创新
科研团队的评审标准，审定引进目录和年度工作计划，审批引进名单，制定和落实政策措施，研究解

决引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成立 “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简称 “专项办”），负责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各

项日常事务。专项办成员由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具体工作由省委组织部

牵头，省科技厅承办。

第六条　专项办综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后，制定创新科研团队引进目录和年度工作计划，报省
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定后，多渠道向省内外公布引进需求。

第七条　评审工作采取随时受理、集中评审的方式，专项办一般每年组织１至２次评审工作。

第三章　申报和推荐

第八条　申报评审的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有特色鲜明的核心研究方向和
明确的研究目标，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带头人和若干名核心人员组成，在国内外科研机构

或重大项目稳定合作３年以上，遵纪守法，学风正派，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学术水平在
本领域内具有明显优势，已取得突出成绩或具有明显的创新潜力。

第九条　用人单位是创新科研团队引进和使用的主体，负责提出引进需求、推荐拟引进人选、建
设工作平台、安排岗位职务、落实配套政策等具体工作。

第十条　用人单位根据需求，物色拟引进的创新科研团队，进行接洽并签订初步引进协议后，经
各主管部门、各地级以上市的党委组织部门和科技部门进行真实性审核后签署推荐意见，上报专项

办。中直驻粤单位和省直单位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可在真实性审核后直接上报专项办。尚未有承接单

位的创新科研团队可以采取自荐方式直接向专项办申请，专项办在商有关部门和单位后按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申报引进创新科研团队必须填报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书》 （附件），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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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　审

第十二条　初审。
（一）初审工作由专项办负责。

（二）专项办对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工作基础、学术水平、创新能力、研究方向、项目建设目

标进行审核，并提出初审意见。

第十三条　匿名函审。
（一）匿名函审工作由专项办根据团队研究的专业领域，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国内外同行顶尖专

家组成，对每个团队进行匿名函审的专家应不少于９名。
（二）该阶段重点是对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判，由抽取出来的同行顶尖专家对

通过初审的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进行函审，匿名函审未达到半数同意的，不得进入下一评审阶段。

第十四条　现场评审。
（一）现场评审工作由专项办组织科研、技术、管理、财务投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

负责对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进行现场评审。专家委员会由１１位专家组成，省外专家所占比例不少于
５０％，根据实际情况可邀请外籍专家参与。

（二）现场评审采取拟引进创新科研团队陈述、专家提问、口头答辩、小组讨论、无记名投票等

形式。现场评审后形成书面推荐和资金资助意见。

第五章　报批和公示

第十五条　专项办综合匿名评审和现场评审意见，形成推荐名单报省人才工作协调工作小组
审批。

第十六条　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批后，一般应在省内一定范围新闻媒体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１５天。

第十七条　公示无异议的，经省政府审议批准后下达资金资助计划。专项办同时通知有关部门落
实相关政策。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手续按原有引进渠道办理。

第六章　管理和考核

第十八条　签订协议与责任义务。
（一）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与专项办签订协议。引进的创新科研团队必须与专项办签订工作期限５

年以上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必须就合作项目、资金使用、工作待遇、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进行明确

规定。引进人才发表、出版与本资助有关的论文、著作、学术报告，以及申报成果奖励、专利等，均

应标注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计划资助”字样。

（二）引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合同。引进国内创新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应将人事关系及档案

转至用人单位，全职在单位工作。引进海外创新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应保证每年至少累计有６个月时间
在用人单位工作。引进的创新科研团队完成约定的项目和任务后，可由原单位续聘，也可重新选择单位。

（三）用人单位与专项办签订协议。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对省财政资助经费

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各单位不准在资助经费中提取管理费，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各种理由克扣和挪

用资助经费。

第十九条　专项经费下达。原则上引进的创新科研团队正式到位后首次发放经费总额的３０％，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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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７０％按项目计划从第３年起逐年支付，每年的年终检查合格后，在下一年的第一季度下达。如引
进的创新科研团队，因工作需要有特殊要求的，专项经费的下达可通过协商后，以适当方式发放。

第二十条　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对专项经费
的管理。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研究、与项目相关的仪器设备购置、改善科研条件和对个人补助等，

不得用于其他与创新科研团队无关的开支，确保经费使用效益。专项经费由创新科研团队与用人单位

联合制定详细的经费使用方案，报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批，经批准后由省财政厅按照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程序下达。

第二十一条　年度检查。创新科研团队工作２年后，从第３年开始，每年要对全年工作进行总
结，撰写 《年度工作进展报告》。由专项办和用人单位对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的职责履行情况、项目情

况进行检查。对年度检查不合格者，提出警告和整改措施，专项经费停发；连续２年检查不合格者，
终止发放专项经费。

第二十二条　期满评估验收。项目期满后，由专项办组织专家对项目完成情况、经费使用管理等
进行期满评估验收。验收合格，继续发放剩余工作经费；对项目执行效果差的，视情况要求其退回剩

余经费或全部经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实施本评审暂行办法的工作经费由省财政安排解决。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专项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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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件　　　　　　　　　　　　　　　
编号：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申报书

团队名称

中文

英文

研究方向

中文

英文

带头人姓名

中文

外文

联系人及姓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制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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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省引进领军人才的评审工作，根据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粤发 〔２００８〕１５号），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评审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注重业内专家和社会认可，突出工作实绩、科
研成果和创新创造。

第三条　评审工作在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等
部门负责实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设立 “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办公室”，一般每年组织评审１
至２次。

第二章　评审对象和标准

第四条　引进领军人才的评审对象，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年龄一般男性不超过６０周岁，女
性不超过５５周岁，来粤工作不少于３年，每年在粤工作时间６个月以上，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国内外担任重大科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重大工程项目首席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

（二）在国 （境）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三）担任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 （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四）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前两名完成者；

（五）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

（六）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七）海内外其他高层次人才。

第五条　引进重大创新项目领军人才的评审标准
（一）在海内外承担过重大创新项目，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成果，具有较强的产品开发能力；

（二）在重大创新项目涉及的产业领域、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或拥有市场开

发前景的自主创新产品。

第六条　引进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领军人才的评审标准：
（一）具有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的研究水平，近５年在本学科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具有重要影

响的学术论文；

（二）获得国内外重要科技奖项或掌握重要实验技能、科学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第七条　引进经营管理领军人才的评审标准：
（一）具有宏观战略分析把握能力和较强的决策力、驾驭力和运作力，在业内有较大影响；

（二）能够促进重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升级，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第八条　引进海外创业领军人才的评审标准：
（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世界一流，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具有市场潜

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

（二）自有资金 （含技术入股）占创业投资的３０％以上，有海外创业成功经验，熟悉行业规则和
国际惯例，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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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程序和要求

第九条　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办公室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需要制定领军人才引进目录和年
度引进计划，报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定后发布执行。

第十条　用人单位物色确定引进人选后，按以下途径向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办公室申报：
（一）市、县 （市、区）辖管单位 （含非公有制单位），由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审核后上报；

（二）省属单位，经省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后上报；

（三）中直驻粤单位，经所在单位审核后上报；

（四）其它非公有制单位，经所在单位审核后上报。

第十一条　符合本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尚未有承接单位的人员，可直接向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办
公室申报。

第十二条　申报领军人才的人选，须按要求填写 《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申报书》，提交反映本人

工作实绩、科研成果和创新创造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审批

第十三条　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办公室依据引进领军人才人选的专业领域，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
知名专家，组成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评审专家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评委会”）和专业评审小组实施评

审工作。评委会由９名以上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小组由７名以上专家组成，其中，省内、省外和国
（境）外的专家各占一定比例。

第十四条　引进领军人才人选的评审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采取匿名通讯评审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小组专家对评审对象的相关情况进行评价，写出评

价意见。评审实施部门综合专业评审小组意见后，确定提交评委会评审的人员名单。

（二）采取个人陈述、答辩提问、讨论评议等方式，由评委会对评审对象进行评审并进行无记名

投票表决，经出席评委会人员半数以上同意的列为报批人选。

第十五条　报批人选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审核后，报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审定。

第十六条　经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定的领军人才名单，报省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五章　评审纪律和监督

第十七条　评审专家要遵守本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坚持评审原则和标准，对评审对象作出客
观、公正、公平的评价。

第十八条　评审实施部门和工作人员，要遵守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不得玩忽职守、营私
舞弊。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评审实施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投诉或举报违反本办法的
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引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直接入选我省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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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实施本暂行办法的工作经费由省财政安排解决。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省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根据 《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科技项目跟踪管理办法 （试行）》和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竞

争性安排暂行办法》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重大科技专项 （以下简称 “重大专项”）是指由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针对全省重

点领域、重点产业的重大科技需求，开展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成果转化、重大战略产品开

发、重大科技示范工程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支撑和引领作用的科技专

项计划。

第三条　重大专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注重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鼓励产学
研相结合的多学科、跨单位联合攻关。

第四条　重大专项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共同管理，省科技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代理机构从事中介服务工作。

第五条　重大专项实行竞争性安排，采用专家评审和招标投标两种形式，并按照 《省级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项目竞争性安排暂行办法》的要求制定实施细则，进行管理。

第六条　建立专家制度。成立由技术、管理、财务等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协助开展重大
专项的评审、论证、监管等。

第七条　重大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按照 《广东省重大科技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二章　申请立项

第八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经公开征集、专家论证，向社会发布重大专项年度申报指南，
明确项目申报的内容、目标、资金、时间、方式、承担单位等具体要求。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的要求，通过网络提交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申

报书》《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可行性报告》。

第十条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和财政局，或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推荐
意见后报送省科技厅。

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网络评审，确定初选项目。其中，
省外专家数目应超过半数。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组织专家，采用集中答辩或现场考察等形式，对初选项目进行分
析和论证，形成专家论证意见。同意立项的，须确定项目牵头单位、经费下达单位。需修改完善的，

由经费下达单位按照专家意见重新组织并提交申报材料。

牵头单位是指项目主要承担单位或综合协调单位，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和执行监督。

经费下达单位是指省财政专项资金直接下达的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项目牵头单位与经

费下达单位可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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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综合专家论证意见，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编制立项计划及经费安排，联合下发立项
通知。

第十四条　经费下达单位在接到立项通知一个月内与省科技厅签订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合同，经所
在地级以上市科技局或省级有关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科技厅。

第十五条　项目合同书是项目和预算执行、监督检查和财务验收的重要依据。经批准的项目及其
预算一般不予调整，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时，项目承担单位应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提出书面申请，按

程序进行核批。

第三章　实施管理

第十六条　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健全以组长负责制为主的项目管理制度。项目组长牵头对目标任
务实行节点控制，分级负责、分阶段落实项目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

第十七条　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项目实施期间出现项目计划任务及预算调整、项目负责人变
更或调动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变更等重大事项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报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合同的要求，对项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和绩效评估，定

期报告进展情况。

第十八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按照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中绩

效评价管理有关规定对重大专项进行绩效评价管理。

第十九条　各级科技、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当地重大专项项目的跟踪服务力度，落实相关配套资
金，定期对项目进行督查评估，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汇总编制项目进度报告和

绩效评估报告。

第四章　项目经费管理

第二十条　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对专项资金、地方配套经费以及自筹
经费分别进行核算。

第二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资金开支范围和相关标准办理支出。严禁使用专项
资金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

第二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应会同项目负责人，按规定编制专项资金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决算报告经审核汇总后于次年第一季度前报送省科技厅、省财政厅。专项资金下达之日起至年度

终了不满三个月的，当年可不编报年度决算，其经费使用情况在下一年度的年度决算报表中编制

反映。

第二十三条　在研项目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办理结转手续后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项目因
故终止的，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将根据具体情况收回部分或全部专项资金。

第二十四条　专项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属国有资产，一般由承担单位进行管理和使用。形成的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等，应按照有关规定开放共享，以减少重复浪费，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第五章　项目验收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期满半年内必须进行验收。
第二十六条　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按如下程序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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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合同任务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提出验收申请，经所在地级以上市科技局、财政

局或省级有关部门审核后送省科技厅业务受理窗口。省科技厅在受理验收材料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
作出批复；

（二）经批复同意验收的，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验收专家组，以项目合同书为基本依据，

对项目科技成果水平、应用效果、经济社会效益以及经费使用情况等做出评价。

第二十七条　确因客观条件导致项目无法按期完成的，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于合同期满前３个月以
书面形式提出延期验收申请，说明原因及延长时限，省科技厅视实际情况予以批复。

第二十八条　验收结果包括通过验收和不通过验收两种情况，以文件形式正式下达。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不通过验收：

（一）任务完成量不到８０％的；
（二）所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合同考核目标、内容、技术路线的；

（四）研究过程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存在纠纷尚未解决的；

（五）超过合同书规定的执行年限半年以上未完成任务，事先未做出说明的；

（六）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问题的。

第二十九条　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应在接到通知的半年内，整改完善并重新提出验收申请。若仍
未通过验收的，按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第六章　激励惩戒

第三十条　在同等条件下，承担重大专项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单位在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科
技奖励，申请科技金融贷款等方面享受优先推荐或支持，对符合政府采购政策的产品予以优先推荐。

第三十一条　未通过项目验收的，根据项目实施、验收的情况，对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进
行通报批评，课题组主要成员三年内不得再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确因主观因素未能完成合同任务

的，将按合同约定，视情节轻重追回部分或全部已拨财政资金。

第三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自觉接受行政监察、财政科技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检查和审计监督，
发现弄虚作假骗取立项的，取消立项，按原渠道追回项目经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发现骗取、截

留、挪用项目经费或其他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严格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规

规定进行处理，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纪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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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 “专项资金”）的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政府 《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粤府

〔２００６〕３７号）、《财政部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５〕２２号）、《科技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计字 〔２００５〕６０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为贯彻落实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

动纲要的通知》（粤府 〔２００８〕７２号），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并由省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
支持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以及融资项目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二）财政引导，放大使用；

（三）统筹安排，促进创新；

（四）规范管理，专款专用；

（五）加强监管，注重绩效。

第四条　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审核、下达专项资金计划，办理专项资金拨付手续，对专
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省科技厅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实施项目工作计划，会同省财政厅审定、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

划，对项目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配合省财政厅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范围和方式

第五条　申报项目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含量较高，技术创新性较强，无知识产权纠纷；

（二）在广东省境内 （深圳市除外）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３０
万元，近五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记录；

（三）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服务业务，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

的经费不低于年营业收入的５％ （申请当年新注册成立的企业不受此款限制）；

（四）职工人数不超过５００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３０％，直
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１０％；

（五）企业管理层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负

债率低于７０％，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合格的财务人员；
（六）企业规模、项目自有匹配资金符合当年度申请指南的要求。

第六条　专项资金优先支持以下项目：
（一）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企业的项目；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市场前景好，市场容量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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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项目，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并能

形成出口创汇的高技术项目；

（四）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学、研联合创新的项目；

（五）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内的在孵企业的项目；

（六）在广东省重点领域开展的高技术服务项目，包括设计创意行业等；

（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

（八）企业间的合作项目，特别是以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科技项目。

第七条　专项资金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单个项目
的支持金额一般不超过１００万元，重点项目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一）无偿资助。

１．主要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开发及中试放大等阶段的必要
补助；

２．项目新增投资一般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资金来源基本确定，投资结构合理，项目实施周期不超
过２年 （生物、医药类的药品项目可放宽至３年）；
３．企业需有与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等额以上的自有资金匹配。
（二）贷款贴息。

１．主要用于支持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性、需要中试或扩大规模、形成小批量生产、银行已
经贷款或有贷款意向的项目；

２．项目新增投资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下，资金来源基本确定，投资结构合理，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３年。

（三）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以下简称 “创新基金”）的项目，申请专项资金

的额度按照科技部当年度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申请须知》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同一年度内，一个企业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和一种支持方式。申请企业应根据项目所处阶
段，选择一种相应的支持方式，不得重复申报。已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必须在已立项项目验收

合格后方可申请新项目。

第三章　项目申报和审核

第九条　省科技厅根据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创新基金的要求，会同省财政厅
制定和发布年度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申请指南》，明确年度重点支持范围和具

体要求。

第十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本办法和年度申请指南的要求，准备和提供相应的申请材料，并保
证申请材料真实可靠。

第十一条　申报专项资金的项目属省属单位的，由省行业主管部门、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或企业集
团组织申报，并对申报项目资料进行初审后向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提出书面申请。属市县单位项目

的，由所在地同级科技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申报，并对申报项目资料进行初审后，联合上报省科技

厅和省财政厅；市县单位项目在申报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的同时，应抄报地级以上市科技部门和财政

部门备案。其他单位申报专项资金的，直接报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采取公开方式受理企业申请并进行受理审查。受理审查内容包括
资格审查、形式审查及内容审查，必要时还可征求企业所在市县 （区）科技主管部门的意见。受理审

查合格的项目，方可进入评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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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对申请专项资金的项目实行专家评审 （评议）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

第十四条　专家评审会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召开，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负责对
项目的市场前景、技术创新性、技术可行性、风险性、申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等进行评审。

第十五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项目申请材料和专家评审意见形成项目初步计划。
经批准的项目通过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告，公告发布之日起２周内为立项项目异议期。经公告没

有异议的，正式办理立项及资金拨付手续。符合科技部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

指南》的，择优推荐申报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对于项目存在重大异议的，应

按程序进行复议。

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项目实行合同管理，正式立项的项目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与项目承担企业
签订合同。

第十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单位项目，不给予支持：
（一）在享受各级政府财政资助中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二）近３年内发生过未按规定进行工商年检或者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的；
（三）因涉嫌违法正在被有关行政部门立案查处或者被行政处罚后未满２年的；
（四）面临正在进行的有可能影响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诉讼或者仲裁的；

（五）单位主要财产因债务纠纷已被或正面临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的。

第四章　资金拨付和会计处理

第十八条　省财政厅根据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按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省属单位项目资金由
省财政厅直接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的主管部门 （资产经营公司或企业集团），市县项目资金由省财政

厅通过财政部门逐级下拨。已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的项目承担单位，由各级财政部门实行国库集中

支付。

省属主管部门 （资产经营公司或企业集团）和市 （县）财政局收到专项资金后，必须及时下拨

到项目承担单位，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九条　省有关主管部门、市 （县）财政部门拨付资金后，应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有关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一）无偿资助项目承担企业，在收到拨款后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形成资产部分转入资

本公积，消耗部分予以核销。

（二）贷款贴息项目承担企业，在收到拨款后作为冲减当期财务费用处理。

第五章　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条　省科技厅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制订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的工作规
范，组织实施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分析总结项目执行情况。省财政厅负责对专项资金的运作和

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参与项目的验收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当地专项资金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并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定期报告项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二条　项目实施应当严格按照签订的 《项目合同》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

时，项目承担单位应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提出书面申请，按程序进行核批。

第二十三条　专项资金验收工作应在 《项目合同》到期１年内完成。需要提前或延期验收的项
目，应由项目承担企业在到期前３个月提出书面申请，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审定。延期最长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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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
第二十四条　建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检查制度。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按规定对扶持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项目的监督检查应依法办事，不得违法干预项目承担单位的正常

工作。

第二十五条　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制度。省科技厅按规定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绩效自评，
省财政厅视情况组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二十六条　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发生的擅自改变专项资金用途，或者骗取、挪用专项资金
等行为，按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规定进行处理、处罚、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广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６３号，以下简称 《通知》）的有关规定，为支持我省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列入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地区 （不含深圳市），其行政辖区内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管理工作由省科技厅牵头，会同省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
局、地税局、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第二章　认定范围与条件

第四条　申请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其从事的业务应属于下列范围：
（一）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ＩＴＯ）：包括软件研发及外包、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和信息系统运营

维护外包等。

（二）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ＢＰＯ）：包括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
运营服务和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等。

（三）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ＫＰＯ）。
第五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应从事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用先进技术或

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二）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注册地及生产经营地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含所辖区、县 （县

级市）等全部行政区划）内。

（三）近两年在进出口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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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５０％以上。
（五）企业从事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总和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７０％以上。
（六）企业应获得有关国际资质认证 （包括开发能力和成熟度模型、开发能力和成熟度模型集成、

ＩＴ服务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ＩＳＯ质量体系认证、人力资源能力认证等），并
与境外客户签订服务外包合同，且其向境外客户提供的国际 （离岸）外包服务业务收入不低于企业当

年总收入的５０％。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六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申报受理和认定工作通常每年两次，由省科技厅发布申报通知，
明确具体的申报材料要求及受理截止时间，原则上在受理企业申报材料后６０个工作日完成认定工作。

第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企业，应按照 《关于印发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与管理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科火字 〔２００９〕１５２号）的要求，在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与管理工

作网”上进行注册登记、填写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请推荐表》并在网上提交，同时按照申报

证明材料清单要求将材料报送至所在地 （市）科技主管部门。所在地 （市）科技主管部门收到企业

申报材料后会同本级外经贸、财政、国税、地税和发展改革部门，按照申报通知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联

合进行初步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报送省科技厅。

第八条　省科技厅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和初步审查意见后，会同省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局、地
税局、发展改革委按技术领域和服务行业组织不少于５名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对
申请企业提出认定意见，确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名单，并在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与管理

工作网”上公示１０个工作日。
公示有异议的，由省科技厅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处理；公示无异议的，报国务院五部委备案。在

网上公告认定结果，并由省科技厅、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发展改革委颁发 “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证书”。

第四章　复审与复核

第九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
出复审申请，逾期不参加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复审的重点是根据 《通知》中认定条件第３条、第５条、第６条对企业进行核查。企业须提交近
三个会计年度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论述、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表和离岸外包收入表以及相关

证明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初次认定进行公示和备案，换发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

复审不合格的，取消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

第十条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地 （市）级科技、外经贸、财政、国税、地税和发展改革部门及省科

技厅、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和发展改革委对经认定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应做好跟踪管理，对已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应由省认定机构

进行复核：（１）在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２）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
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３）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条件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或主管
税务机关发现企业不具备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提请省认定机构复核。

复核的重点是对发现的企业问题或变更的事项进行核查，以确认是否属实。已经证实问题的企

业，提供虚假信息的，取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在２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不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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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认定条件的，取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在政策有效期内再次申报按初次申报受理。

第十一条　服务外包示范市科技主管部门会同本级有关部门向省科技厅提出对企业复审／复核的
初步意见，省科技厅会同省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发展改革委确定最终意见，并报国

务院五部委备案。

第十二条　企业取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后，可按 《通知》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

惠事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外经贸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４７４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专题调研报告

广东省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战略研究报告 （节选）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医疗器械产业是关系人类生命健康、全球共同关注和重视的新兴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健

康理念转变，健康的定义不仅仅停留在看病、治病、无病的状态，而是提出了更好生活状态的要求，

同时，技术的创新又使得高层次的需求变为现实。

医疗器械行业涉及多个领域，是医学与多种学科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持续、高增长的

产业，并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在未来十年中，医疗器械产业仍将是高

速增长的行业之一，这种发展趋势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

为充分发挥广东省在医疗器械产业方面的已有优势，应对新挑战，确保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继续领跑全国，有必要充分依靠本省医疗器械领域的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集中本省医疗器

械方面的技术力量，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力争突破一些带有共性的关键技术核心部

件，进一步提升医用电子仪器、生化检验仪器、医学影像设备和肿瘤治疗设备等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

争力，突破一批重大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前沿与重大核心技术，形成１ ２个具有较强创新能力、领先
世界的研究团队，建立２ ３个广东省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构建１ ２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器
械技术与产品研发创新平台，为广东医疗器械行业持续、快速、健康、稳步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人

才支撑。

根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广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 “十一五”规划》和 《广东省产业技术自主创

新 “十一五”专项规划》，结合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实际情况，起草 《广东省自主创新重大科技专项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设备”战略研究报告》。

一、国内外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国内外发展趋势

１．世界医疗器械行业概况、环境及政策因素
（１）世界医疗器械行业概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局面，医疗器械产业却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

此期间，美国医疗器械产业增长６％ ７％，超过同期２７％ ４４％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西欧整个
经济增长举步维艰，而欧共体的医疗器械工业增长率却在３％以上。日本是亚洲医疗器械产业的领先
国家，此时期日本经济增长率为３％，而医疗器械工业增长率达到了８％。在此期间，美国市场销售
增长率为５１％，欧共体为６１％，日本为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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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医疗卫生工业制造商协会报道，从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市场从１２００亿美
元增长到１５３０亿美元，近年来更连续以６％ ７％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５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额超过
２５００亿美元。

图１２－２－１－１　世界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的增长情况图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ＩＭＡ

医疗器械产品的国际贸易额以２５％的速度增长，销售利润达４０％ ５０％，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
最快、贸易往来最活跃、产品附加值最高的工业门类之一，既是经济增长点，也是各科技大国、大型

跨国公司相互竞争的制高点。

全球市场对医疗器械产业普遍看好，也有广泛的产品需求，但是，市场和生产企业还是呈现出不

均衡的发展状况。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器械市场和先进医疗技术的主导国，占全球医疗器

械市场的４０％以上，欧共体占２５％；在亚洲，日本是最主要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市场，中国
和印度人口多、市场大，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且极具潜力；拉丁美洲随着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

利等国的进一步工业化，医疗器械产业增长也很快。但是，中高端的医疗器械市场主要被美、欧、日

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几个大型跨国公司垄断，在一些尖端产品上更是垄断了８０％以上的市场。

图１２－２－１－２　世界医疗器械工业产值地区占比 （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ＭｅｄＴｅｃｈＩｎｓｉｇｈｔ，Ｐ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世界医疗器械行业环境及政策因素
①经济实力。医疗器械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的密集往往伴随着资金、人才的高投入，美、

德、日等经济强国，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支撑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在医疗器械产

业上的优势是以其高技术人才和强大的研发资金作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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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政府政策性倾斜及福利制度带来的优惠。美国及欧洲医疗器械产业发达的原因与其完善的福利
制度是分不开的，由于医保制度完善，使得人们去医院看病没有后顾之忧，在选择治疗上不会过多考

虑收费问题，因此在医疗器械的使用上会频繁很多，拥有良好的收入来源和市场使得医院对医疗器械

的使用和购买需求很大。另外，政府对本国的医疗器械企业有诸多的保护政策。例如，在欧洲一些国

家，政府在批量采购医疗器械时，在同等技术水平下，即使国内产品比国外产品价格高，但是若超出

价格保持在总价１０％之内，他们仍然会选择本国产品。
③医疗事业发展程度高。几个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程度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公

民对健康定义的理解程度高，私人医生、专属医生等在国外是较普遍的现象，定期去医院进行全面检

查，关注自身身体状况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其二，医疗器械产业在几个国家的发展历史长，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经营理念都很成熟。

２．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概况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相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发

展速度很快，年增长率达到１４％ １５％。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些中低端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
达到了６０％ ７０％，已经有了一些国产化的高、精、尖产品，如磁共振 （ＭＲＩ）、ＣＴ、数字Ｂ超、彩
超、数字Ｘ射线机 （ＤＲ）、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不少产品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且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在国内发展的同时，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已经向国际市场发展。２００６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出口额首
超百亿美元大关，并首次实现贸易顺差，进出口总值为１０５５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５７％，其中，出
口额达６８７１亿美元 （加工贸易出口２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８５８％；进口额达３６８１亿美元，同比
增长１３７％。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质量、数量、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还是很

大，高档、价高或者附加值较高的大中型数字医疗器械基本依赖进口，医疗器械销售额仅占世界医疗

器械销售额的２％，不仅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需求，而且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７％的
发展水平也极不相称。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①行业内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缺乏持续研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实力。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已经达到１２２４３家，但销售额超１亿元的企业仅仅６０家。同时，在行业销售
的前１０家中，外资和合资企业就有７家。

②企业的品牌影响力较弱。虽然我国医疗器械行业以１５％的速度超常规发展，但国内医疗设备品
牌与世界医疗设备品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产品的核心技术上，还表现在产

业规模和经营理念上。

③中低端市场已经取得了突破，但高端市场长期为国外企业所垄断。目前，市场正在向高端化方
向发展，高端产品的销售以２０％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我国医疗器械产业高端市场长期被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ＧＥ和Ｓｉｅｍｅｎｓ等大型跨国公司占据。国产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足１／３，除了迈瑞等少数几家公司，
其他企业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等而难以涉足高端产品。

④研发体系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开发体系。许多大学、院所和大型
企业建立了研究机构，１００多所大学设置了与行业相关的专业，国家先后设立了６个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一个从应用技术到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技术研发的多层次产业技术创新体

系已经初步形成。我国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经创建了良好的声

誉，部分产品走俏国际市场。

⑤技术和工艺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通过国际合作交流，我国部分企业已经改进了管理模式，
提高了技术和工业装备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产业体制和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医疗器械产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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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入 “以中端产品为主，正向高端产品发展，并进入到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阶段。

⑥行业内部分优势企业已初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随着社会、经济、行业的发展，以深圳迈瑞公
司为代表的民族高科技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同时，积极提高工艺、配套和管

理水平，并努力拓展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在一些领域初步形成了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规模、

品牌、资金、人才等竞争实力，在完善国内销售网络的同时，国际市场的拓展已初见成效，成为我国

新型医疗产品出口的主力厂商。

３．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趋势
（１）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潜力巨大，市场需求将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配置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与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之

间存在很大差距。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健康服务需求的整体增加、大量医疗设备需要更新换代。除

了市场需求因素以外，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不断发展、新医疗保险制度、医

院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等多种有利因素的驱动下，我国医疗器械市场潜力巨大，医疗器械制造行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根据预测，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医疗器械总产值将达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在世界医
疗器械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５％，到２０５０年，这一份额将达到２５％。

（２）产品科技含量逐步提高，诊断和治疗设备趋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现代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正在向医疗器械领域广泛渗透。以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高新技术诊断和治疗设备，使医疗器械在灵敏度、适用性、早期诊

断、微量分析、诊断治疗的特异性和有效率等方面大大提高。医疗器械的功能由单纯诊断、治疗、化

验向多功能方向延伸，医疗器械产品技术结构调整加快，特别是监护设备、医用影像设备、临床实验

设备和治疗设备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传统临床诊断治疗过程，在提高疗效、减轻病痛、降低费用等

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国家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国

内研发的成本优势十分明显。国内企业已逐渐从简单的仿制迈向自主研发创新，产品技术结构由简单

的机械和电子结构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机电一体化产品为主，并推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同时，医疗器械产品标准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零部件的配套采购已开始实现国产化。一些高、

精、尖产品如核磁共振、ＣＴ、彩色Ｂ超等实现了产业化，中低能直线加速器等基本实现国产化，旋转
式伽玛刀、数字减影成像系统、激光手术器、光纤内窥镜等能批量生产。具有研发创新能力的企业通

过不断推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得以从低成本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市场的引领者，例如深圳迈瑞

公司生产的监护设备、生化检验设备及超声成像设备，已能替代进口产品并出口。

（３）专业化协作和国际择优配套理念正被更多的生产企业所接受
本着保证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原则，国内高科技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地由地区或国内配

套合作发展为全球性的产品配套。在生产整机的过程中，对产品的部件、组件、元器件本着保证产品

质量和择优原则，变单一国内采购为国内外市场统一比较采购和协作配套。在产品的开发、设计、实

验、测试、制造、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上，根据企业发展定位，重新配置各种资源，通过国际

间择优协作配套，确保了产品性能和质量，降低了成本，赢得了用户，也带动了医疗器械上游产业的

发展，形成一批专业化的医疗器械配件生产企业、医疗器械外形设计企业等处于原材料工业与装配工

业之间的中间产业。专业化优势及协作配套使整机生产厂商能够将企业资源集中于核心创利部分的研

发与生产，从而构筑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

（４）国家不断强化行业监督管理，行业进入门槛提高，医疗器械市场逐步规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政府部门开始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体制。１９９８年，国务

院颁布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并发布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初步建立完善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体

制。主要包括：产品强制性注册制度；生产企业或经营企业实施质量体系认证或考核制度；完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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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系，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强产品检测机构建设，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日常监督；建立第三方技术评

估组织，成立国家医疗器械专家评审中心，加强境内外生产产品进入市场前评审；建立质量认证机

构———中国医疗器械产品质量认证中心，加快实施质量体系认证或考核制度等。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组织召开了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规范

（ＧＭＰ）试点工作会议，从而开启由监管部门推动的医疗器械行业ＧＭＰ认证。由此，行业洗牌的速度
将会加快，进入门槛进一步提高，一批管理水平差、生产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将被淘汰，而掌握核心技

术且经营规范的优势企业在分享行业增长的同时，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二）技术现状与趋势 （略）

（三）广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迅速，医疗器械行业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

位。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年底，广东省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超过１０００家，经营企业超过３０００家，
２００４年生产总值超过８０亿元，医疗器械生产总值以２０％以上的速度增长。广东省医疗器械的蓬勃发
展，一是得益于电子、计算机、通讯、机电一体化、新型材料等领域高新技术的发展，二是得益于广

东省的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激励和培植。

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大型精密医疗器械和医用电子仪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产品种类比较齐全，几乎覆盖了临床医学的所有领域，其中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医学影像诊断类产品

（如：彩超、核磁共振等）、医用电子仪器类产品 （如：各类病人监护仪、胎儿监护仪等）、介入治疗

类产品 （如：各种导管、支架等）、放射治疗类产品 （如：γ刀、Ｘ刀等），优势产品有彩色Ｂ超、多
参数监护仪、核磁共振成像系统、γ刀、介入导管及支架、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等高档医疗器械，以及
低频理疗设备、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等常规医疗器械。

随着ＷＴＯ成员国关税的降低，医疗器械平均关税由１１％降低到５％ ６％，为广东省医疗器械产
品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能够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参与国际竞争。部分企业产品技术含量高，国

内市场占有率大，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加各类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其中监护仪及生化检验类产

品、电子体温计、电子血压计、介入医疗导管类等产品都有较大规模的出口。下面就医用电子仪器、

生化检验仪器、医学影像设备、肿瘤治疗设备等省内的优势方向作简单介绍。

１．医用电子仪器
深圳是目前国内病人监护仪产业最大的生产聚集地，有年产万台并在国际市场走俏的深圳迈瑞生

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紧随其后的深圳金科威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广东

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尤其是迈瑞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功推出中国首台血氧饱和度

监护仪、自动无创血压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呼末二氧化碳监护仪、中心监护系统、便携式监护

仪、麻醉气体监护仪等一系列监护类产品，其产品已销往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英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医疗机构赢得广泛认可。

深圳理邦公司生产的胎儿监护仪是国内惟一获得ＦＤＡ和ＣＥ双认证的胎儿监护产品，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第１，在印度等国家也居市场首位。广州三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陆续研发了围产监护仪、妇科
诊断治疗设备和神经电生理诊断设备等产品，拥有自主的研发体系，产品研发能力较强，在围产监护

仪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部分产品已经出口到世界４０多个国家。
此外，省内的大学，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也在开展医用电子仪器的研

究。中山大学的植入式人工心脏起搏器、基于无线网的ＩＣＵ输液控制和危重监护的诊疗一体化系统、
无创高血压治疗系统等均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华南理工大学在病区信号实时分析处理技术装置等方面

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南方医科大学在便携式心电信号检测、听神经电生理 （植入式人工耳蜗）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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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础较好。

２．生化检验仪器
生化检验仪器是我国４０多年来一直缺乏开发生产活力的产品领域，在硬件设计和系统功能上同

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在２０年左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生机，诞生了一些新兴生产企
业，如：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医大仪器厂、

上海雷勃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上海迅达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山东高密彩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北京松

上技术有限公司、桂林市医疗电子仪器厂、南京神州英诺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长沙爱威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近３年不断出现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
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虽然在

全自动生化分析和五分类血液分析等方面仍然差距不小，但企业和产品面貌焕然一新，有些产品已

出口。

在广东省内，临床生化仪器的主要生产厂家仍是深圳迈瑞公司。该公司自１９９８年推出中国第１台
准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后，相继推出了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封闭穿刺进样全

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等中高端设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该公司

有较好的研究、开发和市场推广基础。

３．医学影像设备
在数字化Ｘ线机方面，广东的生产企业主要有：珠海友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乳腺Ｘ线机）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这几家公司的做法基本类似，都是购买进口的核心部件 （数字化Ｘ线探测器平板、高频高压发生器和
Ｘ线球管等），公司再开发一些后处理软件和其他配件，组合形成自己的数字化 Ｘ线机。深圳蓝韵实
业有限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基于ＣＣＤ的数字化Ｘ线探测器，珠海和佳公司正在开发大功率高频高压发
生器，有望在数字化Ｘ线机的核心部件的研发中取得突破。

在ＣＴ和ＭＲＩ方面，深圳安科公司是中国最早生产 ＣＴ和 ＭＲＩ的企业，早期主要是进口 Ａｎａｌｏｇｉｃ
公司的核心部件和软件，组装生产自己的ＣＴ机。安科公司的ＭＲＩ属于自主研发的技术，掌握低场永
磁型ＭＲＩ的核心技术。在省内，另一家生产 ＭＲＩ的公司是西门子迈迪特 （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与原深圳迈迪特仪器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是西门子公司磁共振产业部在德

国之外惟一的磁共振研发、生产、市场及技术服务基地，是西门子全球磁共振产业的重要战略组成部

分。主要提供拥有最新西门子整机技术的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Ｃ系列０３５ＴＣ型开放式永磁 ＭＲＩ系统和系列
超导ＭＲＩ系统。

在超声诊断设备方面，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是我国超声诊断设备的龙头企业，该所已有２０多年
研制生产超声诊断设备的历史，主要产品有：全数字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系统、全数字超声显像仪

器、便携式超声诊断仪等。该所研发的超声诊断设备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

深圳迈瑞公司１９９３年推出首台经颅多普勒脑血流诊断仪，随后研制生产了全数字高档黑白超声诊断
仪、全数字化便携式超声诊断仪和全数字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中低端超声诊断设备。此外，深圳

开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蓝韵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深圳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

公司、深圳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百胜 （深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也生产Ｂ型超声诊断仪。
南方医科大学的医学图像实验室是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 “９７３”计划和省市有关科技计划等方面的系列课题。该实验室在 ＣＴ图像重建算法、新型 ＭＲＩ
成像方法和ＰＥＴ重建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取得了一批发明专
利，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此外，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研究机构均有开展医学图像处理方面的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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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肿瘤治疗设备
在肿瘤治疗设备的研究方面，本省研发生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放疗设备和热疗设备两个方面。

在肿瘤放射治疗设备方面，广东省的影响较大。１９９６年６月，第一军医大学 （现南方医科大学）

取得了首台国产Ｘ刀系统的注册证，获得了１９９９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随后深圳奥沃公司开
发完成世界第１台旋转式γ刀，对ＥＬＥＫＴＡ公司生产的γ刀系统有重大改进。由于肿瘤放射治疗的需
求和技术的发展，三维适形放射治疗系统、调强放射治疗系统、全身γ刀系统等系列高端放疗设备相
继在广东的多家公司推出。目前具代表性的公司有：深圳海博科技有限公司 （头部γ刀和全身γ刀）、
深圳一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身γ刀）、深圳双环灵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子后装治疗机）、深圳贝

斯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Ｘ刀和三维适形放疗系统）、玛西普医学科技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 （头部

γ刀和全身γ刀）、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断层放疗机）、广州耕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Ｘ
刀和３Ｄ－ＣＲＴ）等。

近年来，南方医科大学主要开展用于图像引导的锥形束 ＣＴ图像重建算法、呼吸运动跟踪技术、
变形图像实时配准方法、四维ＣＴ成像方法和四维剂量计算方法、精确剂量计算方法等的研究，发表
了一些论文，申报了一些专利，在国内肿瘤放射物理领域有一定的影响。

在肿瘤热疗设备方面，具代表性的公司有深圳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身热疗）、珠海和佳医

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热疗）等。

５．其他医疗设备
经颅多普勒仪 （深圳德力凯电子有限公司）、介入导管及支架 （深圳先健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特

种医用导管有限责任公司）、微量止痛泵与胰岛素泵 （珠海福尼亚医疗设备公司）、电子体温计与电子

血压计 （深圳鸿邦电子有限公司）、血糖仪 （深圳伟创力实业有限公司）、碎石机 （深圳慧康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等产品，以及深圳稳健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脱脂纱布、棉、口罩、一次性手术用

品、绷带、组合包、敷贴、医用消毒片等产品均占有较大的份额。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产业政策环境的影响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政策环境的支持。目前的产业政策，对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

还存在着很多制约，主要表现在招标采购中对本土产品的歧视、技术标准体系的不完备以及信贷政策

的不对称等方面。

与其他大多数行业不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有专门设立的国家机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负责行业监督，以规范行业的发展。而其他行业的主管国家机关，除管理行业发展职能外，更重

要的任务是促进行业的发展。因此，医疗器械行业的促进发展政策，更加依赖于科技主管部门、贸易

主管部门等综合性促进科技经济发展的国家机构。

２．相关行业发展的影响
医疗器械行业始终处于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上游的基础工业———电子、机械、能源等因素和下游

的医疗状况等，都对医疗器械行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医疗器械发展的特征

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通信及电子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电子材料流通、电子加工业的配套完善，使

得珠江三角洲医疗电子产业的发展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大型机械精密加工业的匮乏，使得珠江三角洲

大型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相对薄弱，除西门子、迈迪特等少数企业外，许多大型医疗设备企业 （如深圳

一体公司），虽然企业在深圳，但其生产环节大都在内地。

此外，国家对医院运营体制也处在改革阶段，医院的收入来源和经营状况直接决定对医疗设备的

购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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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整体经济水平的影响
经济水平对于医疗器械行业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终端消费能力，二是行业自身创新能

力。据了解，中国的外科手术数量是全世界第１，如果每次手术中对于医疗器械的使用增加一点点，
整个市场就可能要翻几番，但手术中使用医疗器械的水平取决于患者的消费能力。经济水平落后对于

行业本身的影响就是创新不足，很多本土的企业无力投入创新研发，导致中国本土的医疗器械生产只

能在低水平上重复。

４．技术水平的影响
在医疗器械行业，企业之间比拼的主要就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高档器械领域技术水平的落后，

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占有率低下。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企业缺

乏应有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自主开发能力。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多为外国企业所垄断和控制，

国内企业大多只处在模仿和再创造的水平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差距，是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做大

做强的最大障碍。

５．医疗管理体制的影响
医疗器械的主要市场在医院，因此医疗体制的管理水平对器械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我国

推行的是医疗卫生机构等级制度，各级别、各层次的医院分别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准和装备要求，这就

使医疗器械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要注意到品种规格、性能档次、配置数量上的区别，以适应不同层

次的市场需求。

６．医学模式和医疗方式转变带来的影响
现代医疗模式，正从单一的对疾病的院内治疗逐步转向包括院前预防，院内诊断、治疗，院外监

测、康复以及日常家庭医疗保健等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化医疗保健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

们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也逐步提高，医疗模式逐步与国际接轨。因此，医疗器械也必须朝着早期诊

断、诊治合一、保健预防和远程检测等方向发展，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７．技术资源 （信息）共享平台缺乏

合理应用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当今的国际惯例。我国在医疗器械核心部件的设计过程中，不少是借

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研发、设计、加工。世界上已有的专业技术、工艺、

知识资源都是创新概念与创新技术产生的 “沃土”。医疗器械数字化技术创新更需要有多元学科资源

的支持，因缺少多元学科、专业技术资源共享平台，而导致创新技术重复开发的现象仍较为严重。

８．缺少技术支撑体系与专业服务平台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的开发具有较强的行业特点。一个新技术产品从概念到最终形成商品要经过多

个不同的阶段，在开发的各个阶段，几乎处处体现着临床的需求，处处需要符合政策与法规的要求，

处处体现着专业技术的融合，这些都突显出专业支持的重要性。

９．缺乏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基地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果，其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由于我国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的

滞后，人才培养成为一处软肋，培养出的人才类型跟不上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需求。

１０．缺少国际化交流与服务的支撑平台
医疗器械的行业特性之一是高端产品的国际化，如今这一原本只在高端产品才有所体现的特性有

着逐步下行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产品或全部或部分地进行着全球产品与技术的采购。目前，我国医疗

器械产业很少举办国内行业之间与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对外技术交流都是每一个企业单独

寻找，单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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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与技术重要性

（一）产业链分析

医疗设备是多学科发展综合的体现，高新技术医疗设备特别依靠新材料、软件等行业以及精密加

工和标准行业的发展。医疗器械行业上游产业涵盖材料、化工、机械、电子元器件及计算机软件等基

础性行业，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的医疗设备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下游产业则涉及医

疗卫生事业、医药流通企业、社会福利事业、服务业及保险业等产业，医药业和保险业的产业政策以

及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对医疗设备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

展，在专业化协作和择优配套的发展趋势下，一批元器件和组件厂商得以日益壮大，为医疗器械行业

提供专业化、高技术、高性能的核心部件。医疗器械主要通过直销或经医药流通企业分销进入市场，

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１２－２－１－３　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图

（二）技术重要性

医疗器械产业是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新兴产业，其产品聚集和融入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

成就，许多现代化产品是医学与多种学科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物。医疗器械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

最快、贸易往来最为活跃的工业门类之一。与此同时，医疗器械产品的国际贸易额每年以２５％的速度
增长，销售利润达４０％ ５０％，产品附加值相当高。

通过选择性地突破部分数字化医疗器械的关键技术，如医用电子仪器、生化检验仪器、医学影像

设备和肿瘤治疗设备等，保持本省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态势。重点解决临床需求量大、应

用面广的医疗器械产品；努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国内国际著名品牌；在近期内基本满足国内医院临床对

常规产品更新和提高的需要，部分解决国内大型医院临床及医学科研、教学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

求；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业规模，增强竞争力。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和国外企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新形势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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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产业既要面向国内医疗器械市场，也要面向国际医疗器械市场，更要敢于面向欧洲、美国和日本

三大国际医疗器械市场，其核心是对内以高标准严格要求企业自身，对外以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来满

足多层次水平的市场用户。掌握关键技术，对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培养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

才，构筑自己的竞争优势，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创立自主品牌，促进本省医疗器械的产业升级，进

一步强化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重大影响。

总之，开展数字化医疗设备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将对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提高医疗器

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建和谐社会，产生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发展战略与主要目标

（一）发展战略

以提高本省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医疗器械技术高级科技人才、促进本省医疗

器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竞争力为指导思想，以进一步加快本省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转化、提升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科技含量为目标，针对本省目前医疗器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产业化的接轨机制、产学研结合不到位和高水平技术人才严重欠缺等实际情况，以突破现代数字

化医疗设备核心部件关键技术和核心算法为研究出发点，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全面

整合本省相关领域优势科技力量的前提下，加强产学研结合，建立医用电子仪器、生化检验仪器、医

学影像设备和肿瘤治疗设备等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重点突破相关关键技术和关键生产工艺，进一步

巩固已有优势，开发新产品，创建高新技术，造就高技术人才，建设广东省以及华南地区生物医学工

程科学研究持续发展的人才和技术培育基地。

（二）主要目标

拟经过３ ５年研究，重点突破５ ６项前沿与重大核心技术，申请专利３０ ５０项，发表学术论
文１２０ １８０篇，开发新产品１５ ２０个，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医疗器械专业人才，形成３ ５个具
有较强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研究团队，建立４ ５个广东省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构建２ ３个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器械技术与产品研发创新平台。

四、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预测指标

（一）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１．项目总体内容
本专项在收集本省医疗器械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制约本省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本着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拟从医用电子仪器、生化检验仪器、医学

影像设备和肿瘤治疗设备等４个方向开展联合攻关研究，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建立一批产
学研结合示范基地，促进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为本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２．分项设置与理由
暂设置４个分项目：医用电子仪器、生化检验仪器、医学影像设备和肿瘤治疗设备。各分项目设

置的理由如下：

（１）医用电子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市场需求
随着人们对医疗健康的日益关注，对监护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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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周边国家，如西欧、东欧等地区的商家，逐渐转向性价比较高的中国厂家的监护仪产品。

近几年，在城市医院，床边监护仪已经走出手术室、麻醉室和重症监护室，开始向普通监护病房

扩展；县级医院也开始使用监护仪对重症病人进行监护；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的镇级医院也开始使用监

护仪。随着国家向小康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的逐步实现，全国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监护仪器的普及面将会越来越广。另外，原已拥有国外品牌的许多城市医院

为普及监护仪，也在通过定购或招标采购性价比高的国产监护产品。

根据 “十一五”规划，２００７年，“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覆盖面将扩大到全国县 （市、区）总数

的６０％，２００８年在全国基本推行，２０１０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按平均每３个床位１台多
参数监护设备评估，将需要１００多万台。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６年国内多参数监护设备采购仅有６万台
左右，按每年３０％递增，还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基本满足需求，之后将进入大批量的更新换代
阶段。

②省内基础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科威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三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血氧饱和度监护仪、自动

无创血压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呼末二氧化碳监护仪、中心监护系统、便携式监护仪、麻醉气体监

护仪、围产监护仪和妇科诊断治疗设备等，其中仅仅监护仪的年生产能力就超过２万台，产品出口多
个国家和地区。这几家公司都拥有自主的研发体系，产品研发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基础，其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省内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也在开展医用电子仪器的研究，有较好的工作基

础，有一批成果可以转化。

（２）生化检验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市场需求
据初步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医院 （包括部队及社区医院）有１５０００家，保守估计现有仪器约

７０００台，７年为更换周期，每年需更新１０００台，加上新添仪器，年需１５００台，这样，每年生化分析
仪器的采购量都在１０亿元左右。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生产的生化分析仪与进口产品存在相当大的
差距，偌大的市场被国际品牌瓜分。

自动化生化分析仪是为满足临床提出的高通量、高精度、高速度要求而出现的。而这种市场需求

最终也转变为行业划分市场的标准。由于技术差异，国外自动化生化分析仪经过多年发展，在技术上

已非常成熟。根据４年前的一项对５２７家医疗机构的调查，当时国内医院使用的生化分析仪绝大部分
都是进口产品，尤其是１０万元以上的中高价位生化分析仪几乎全部被包括美国、日本、法国、意大
利等几个专业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垄断。纵观国外各公司的仪器，通用化、全自动、微量化、组合式

是其主要优势。具体说来，进口的生化分析仪可采用测定技术与可测反应类型多、测试速度快、通道

多、软件功能强、自动化程度高，当然与之相对应是样品和试剂的用量减少及人工参与度降低。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本土企业开始推出生化分析设备。国内最早注册的本土生化分析仪器的
厂家是北京生化仪厂。此后，深圳、上海等地相继推出生化分析仪产品。２００３年，深圳迈瑞公司成功
研制我国第１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ＢＳ－３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投入临床应用。尽管国产与进口产
品技术上有一定差距，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些领域，这种差距正在开始缩短，而同时这种突破开始

得到市场认同。

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出台 《关于制定和调整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的指导意见》。 《意见》

中规定 “不得区别设备产地和型号”，由此抑制了部分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盲目进口高档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的需求，这种政策导向无疑给国产品牌突围带来了机遇。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目前拥

有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数量不多，虽然大型医院基本都配置了进口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但是由于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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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还远远不能满足使用需求，中型医院拥有量极少，县级医院的拥有量几乎为零。随着国家加大

对基层医疗的投入力度，性价比相对合理的国产品牌在中低端市场将会有比较大的作为。

②省内基础
在广东省内，临床生化仪器的主要生产厂家有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雷杜生

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等。深圳迈瑞公司自１９９８年推出中国第１台准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后，相继推
出了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封闭穿刺进样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五分类

血液细胞分析仪等中高端设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这两家公司均拥有自主的研发体系，产品研

发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基础，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深圳迈瑞公司继２００３年成功推出我国第１台ＢＳ－３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后，又成功研发ＢＳ－２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这种设备采用开放式系统，支持进口和国产试剂，以全自动双光束检测，可同时

完成４０个检测项目。
（３）医学影像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市场需求
在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产业中，国际市场总额目前大约是１００亿美元，并且以每年１５％左右的速

度增长。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的市场需求，大大刺激了各国在此领域的投入，由于利润丰厚，成为国

际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

Ｘ射线机是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中使用最为普遍的医用影像设备。为了改变我国基层医疗服务机构
装备落后的局面，２００６年８月，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颁布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

发展规划》，将普通Ｘ射线机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必备装置以满足其基本医疗服务功能，将数字Ｘ射
线机和移动式Ｘ线机作为重点选配的装备，并均由政府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

根据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６年年底，全国共设有县级医院５６７３所，乡级卫
生院４０８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２２７万个。若再考虑到县级以上医院原有Ｘ射线机的更新
换代及增量需求，则普通 Ｘ射线机的当前市场总规模超过６万台，按年递增１５％预计，到２０１２年，
市场总规模将超过１２万台，金额将超过１００亿元。同时，随着医疗器械数字化潮流，国内数字 Ｘ射
线机市场的年增长率预计将超过５０％，预计至２０１２年，市场总规模将超过２万台，金额将超过２００
亿元。在政府加大对农村医疗投入的趋势下，我国基础影像设备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每百万人口中，美国ＣＴ拥有数为３４台、ＭＲＩ为２５台，日本为９３
台和３５台，土耳其为７３台和３台，捷克为１２６台和２４台，中国为４５台和０７台。据预测，目
前我国ＣＴ扫描机市场需求量在２万台左右，彩色超声诊断仪需求装备量为４万台左右，磁共振成像
设备需求装备量最少为３０００台。此外，数字Ｘ射线设备的市场前景也很广阔。

②省内基础
珠海友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均

具备生产数字化Ｘ线机的能力，其产品在国内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医用数字化
Ｘ线机的三大核心部件———Ｘ线球管、高频高压发生器和数字化探测器中的两个部件已有省内的公司
立项开发，深圳蓝韵实业有限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基于ＣＣＤ的数字化Ｘ线探测器，珠海和佳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开发大功率高频高压发生器。

深圳安科公司是中国最早生产ＣＴ和ＭＲＩ的企业，安科公司掌握了低场永磁型ＭＲＩ的核心技术。
在省内，另一家生产ＭＲＩ的公司是西门子迈迪特 （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 （外方控股），该公司是德

国西门子公司与原深圳迈迪特仪器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是西门子公司磁共振产业部在德国之外惟一

的磁共振研发、生产、市场及技术服务基地，是西门子全球磁共振产业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是我国超声诊断设备的龙头企业，该所已有２０多年研制生产超声诊断设备
的历史，主要产品有全数字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系统、全数字超声显像仪器、便携式超声诊断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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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所研发的超声诊断设备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此外，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等也有自己的超声诊

断仪。

（４）肿瘤治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
①市场需求
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报告，２０世纪后期近３０年以来癌症发病一直呈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０年全

球癌症新发病例数约８０７万人，比１９７５年的５１７万人增加了５６％。按目前趋势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全球
年新发癌症病例将达到１０８０万人，年死亡人数将达６７０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据我国卫生部统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肿瘤发病率为１２７／１０００００人，近几年中国每年新增肿瘤病人
２００万人，死亡１３０多万人，目前全国肿瘤患者总数约为４５０万人左右。癌症死亡已位居我国各类死
因的第１位，我国每５名死亡者中，就有１名是癌症患者。

我国医疗机构的肿瘤治疗设备拥有量少，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放疗设备为例，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建议每百万人口拥有放射治疗设备２ ３台；对发展中国家建议每２００万癌症患者需要配备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套放疗设备 （包括医用加速器和钴－６０治疗机等）及一定数量的辅助治疗设备。根据全
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０６年年底，我国医疗机构拥有加速器９１８台，钴 －６０治
疗机４７２台，平均每百万人口拥有放疗设备仅为０７９台。而目前我国拥有的医用加速器 （包括钴 －
６０治疗机）的数量不足需求量的一半，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标准，与ＷＨＯ所建议的标准也有较大
差距，而且主要依赖进口。肿瘤发病率的持续增长为肿瘤治疗设备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截至２００６年年底，全国二级以上医院为６１９６家 ［数据来源：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年
卷）］，其中具备开展肿瘤放疗条件的约为４５００家，而大部分医院尚未配置相关的设备。保守估计，
当前的肿瘤放射治疗设备市场容量超过１００亿元。若考虑到患者数量呈递增的态势，则市场发展空间
更为巨大。

肿瘤热疗的最大特点是可增加放疗化疗效果又无毒副作用，尤其对某些局部肿瘤的控制作用往往

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对一些转移的肿瘤也已开始研究。热疗是一种能使放、化疗增敏的方法，从

而可相对减少放、化疗剂量，以减轻毒性反应，达到既能治好病，又为病人所耐受的目的。此外，热

疗与外科、以及与生物的联合治疗也开始见诸报道。

②省内基础
在肿瘤放射治疗设备方面，本省的影响较大。１９９６年６月，第一军医大学 （现南方医科大学）取

得了第１台国产Ｘ刀系统的注册证，获得了１９９９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随后深圳奥沃医学新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完成世界第１台旋转式γ刀，对ＥＬＥＫＴＡ公司生产的γ刀系统有重大改进。目
前具代表性的公司有深圳惠恒医疗有限公司 （其前身是奥沃公司，主要生产头部 γ刀和全身 γ刀）、
深圳一体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γ刀）、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主要研发基于

γ射线的断层放疗机）、广州耕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Ｘ刀和三维适形放疗系统）等。
近年来，南方医科大学肿瘤放射物理学研究小组在图像引导的锥形束ＣＴ图像重建算法、呼吸运

动跟踪技术、大变形图像实时配准方法、四维 ＣＴ成像方法和四维剂量计算方法、精确剂量计算方法
等放射治疗关键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在国内肿瘤放射物理领域有一定的影响。

在肿瘤热疗设备方面，有代表性的公司有深圳一体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热疗）、珠海和

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热疗）、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热疗）、广州保瑞医疗

技术有限公司 （体腔热灌注）等，多家公司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３．分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１）医用电子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重点突破病区临床信息系统的实时信号分析处理技术及其智能化、模块化、多模式组合监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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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快植入式心脏起博器、病区实时信号处理装置、无线输液设备以及新型围产监护设备的研制

开发。具体包括：植入式心脏起搏器、无线网ＩＣＵ输液控制和危重监护一体化系统、病区信号实时分
析处理技术装置、智能化产程监护系统、人体状态参数监测分析技术装置、心血管疾病多参数监测微

系统、无创血糖检测技术装置。

（２）生化检验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重点突破微量全血多生化参数传感技术、全自动进样微腔和流控技术、多参数传感器自动校准技

术；重点支持满足社区和农村医院对肝病、肾病、心血管等疾病检测需求的高性能、低成本生化分析

微系统；研制开发用于医药产品生产过程检验的质谱新技术和新设备。具体包括：高性能、低成本生

化分析微系统，面向急救的血气 ／电解质快速分析微系统，便携式分子诊断生化微检测微系统。
（３）医学影像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以医学影像设备的通用核心部件为重点，加快医用诊断Ｘ线机高频高压发生器、数字化Ｘ线探测器

和高性能超声探头等的创新开发；研制开发低成本ＣＴ探测器、多层螺旋ＣＴ扫描装置的多排探测器、高
效数据采集处理、图像显示等关键技术。具体包括：高性能超声探头、专用超声诊断仪、全数字彩色超

声诊断系统、医用诊断Ｘ线机高频高压发生器和Ｘ射线数字化探测器、多层螺旋ＣＴ、高性能ＭＲＩ。
（４）肿瘤治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以图像引导放射治疗技术为重点，突破变形图像配准技术、实时跟踪技术、精确剂量计算方法和

剂量引导放射治疗技术，加快图像引导下的新型适形调强放射治疗设备的创新开发。具体包括：机器

人放射治疗系统、新型断层放射治疗设备、四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数字化模拟定位机、术中放射治

疗仪、肿瘤放射治疗信息管理系统、新型肿瘤热疗机。

（二）预测主要考核指标

１．主要技术指标
（１）医用电子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建立广东省医用电子仪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②构建广东省医用监护设备技术与产品研发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研究

团队。

（２）生化检验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建立广东省生化检验仪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②通过项目的引导，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国内领先的技术研发团队。
（３）医学影像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建立广东省医学影像设备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②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国内领先的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研发团队。
（４）肿瘤治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建立广东省物理治疗设备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②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国内领先的肿瘤物理治疗技术设备研究团队，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物理治疗技术与产品研发创新平台。

２．主要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指标
（１）医用电子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６ ８个；
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５ １０项，发表学术论文４０ ５０篇。
（２）生化检验仪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３ 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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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请发明专利４ ６项，发表学术论文２０ ３０篇。
（３）医学影像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３ ５个；
②申请发明专利６ １０项，发表学术论文３０ ５０篇。
（４）肿瘤治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①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３ ４个；
②申请发明专利５ ８项，发表学术论文３０ ５０篇。

（三）主要产品装备指标

１．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１５ ２０个，并实现产业化；
２．培养博士生２５ ３５人，硕士生５０ ７０人。

（四）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通过本专题研究，对增强本省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物医学工程的学术水

平等方面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１．社会效益
本专题以增强我国在数字化医疗设备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宗旨，致力于突破一些关键技

术，增强本省医疗器械产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极大地提升该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相关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形成颇具专业化特色和竞争壁垒的企业集群。

通过本专题的带动，将有利于加强医学界和医疗器械产业界强强联合互动，建立以大学、研究所

为技术依托，以企业为中试、生产基地，以医院为临床试验基地的产学研高技术开发平台，形成高技

术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创新基地，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

２．产业效应
（１）通过攻关，掌握一些数字化医疗设备的核心技术，开展开发与研究，可以促进本省生物医学

工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并实现产业化生产；
（３）提高经济效益，新增产值２０亿元以上。
３．技术效应
（１）突破一批重大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前沿与重大核心技术；
（２）开发完成部分数字化医疗设备的通用核心部件；
（３）形成１ ２个具有较强创新能力、领先世界的研究团队；建立２ ３个广东省产学研结合示

范基地；构建１ ２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器械技术与产品研发创新平台。

五、项目组织与预算

（一）项目的组织方式

项目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管理，由本省在生物医学工程应用研究、医疗器械产业等方面具有

良好基础的高等学校、研究院所和企业承担。采用协商的方式组成课题组，进行联合攻关研究。

（二）项目预算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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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与建议

总体组织管理原则是以项目为中心，以各子项目为基本单位，结合高新技术生产企业，实行专项

首席专家责任制，整合经费、人才和设备资源，以增强项目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发明专利和开发新产

品为考核指标，进行组织管理。

（略）

七、２００８年启动的子项目 （略）

八、政策建议

１．关于市场环境条件的建议
（１）给予国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相同的政策待遇，消除国内外产品的区别对待；
（２）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的适度倾斜，进一步突出本土优势，壮大国内优势企业。
２．关于产品技术标准的建议
（１）进一步加强国内体系的国际认可性，推动国内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２）进一步加强国内标准认证体系的建设，顺应产品和技术发展的要求。
３．技术开发、产业化的建议
（１）在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应该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平台等专项计划的设置；
（２）在加强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注重集团化、专业化优势群体的建设和发展，实现跨越式

发展。

（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姚化荣　李穗怀）

广东技术转移促进行动调研报告 （节选）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自技术产生以来，技术无时不在地区或国家间转移和传播。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技术在国际间、地区间的转移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禀

赋比较优势和科学技术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是不平衡的，

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存在 “盲点”，而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已经处

于领先地位的技术领域也不一定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通过技术引进和输出来加速本国的科技和经济发

展，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强劲潮流。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离开通过技

术转移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创新体系，都必须有３个基本运行机制。这就是：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在两者之间实现技术

转移的机制。不但政府要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且技术市场中介机构和知识产权交易

所也要发挥十分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正因为如此，瑞士洛桑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等组织把 “企业获

得技术转移的机会和能力”作为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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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技术转移体系是连接知识创新体系

和技术创新体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转移体系完善与否和功能强

弱，成为制约我国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

一、技术转移的概念阐述

（一）“技术转移”的起源与演变

“技术转移”出自英文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最初是作为解决南北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于
１９６４年第１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一份呼吁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自
立发展，无疑要依赖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转移，但机械式的技术转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会

上把国家之间的技术输入与输出统称为技术转移。此后，技术转移这个概念逐渐涵盖了更多的内容，

如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项目转移、国际公司的技术许可、科研机构面对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技术转

让等。

从广义上讲，技术转移是指研究开发的技术或生产中的技术从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的过程。技术

转移的主体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包括国内外的研发机构、企业、大学。技术转移是技术成果商业化的

一个关键阶段，也可以说是指技术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开发不同阶段、地理区域之间的流动和

渗透。

（二）技术转移的途径和方式

技术转移的途径很多，其基本形式可按技术商品的载体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类：

１．以软性技术为媒介
（１）技术转让。以许可证转让方式 （包括专利和非专利科技成果）所进行的技术转移，是目前

技术转移中最受关注和最为重要的方式，通常称之为技术转让。这是一种有偿的转移方式，技术以商

品的形式在技术市场中进行交易。

（２）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开发是技术转移中效果较好和最有前景的途径之一，包括合作研
究、合作开发、合资生产等形式。其主要优点是：能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发挥自己

的优势，补充自己的不足，有利于迅速获取技术，减少成本和风险。技术开发也同样存在于企业

之间。

（３）技术咨询。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企业提供技术援助，派员指导，解决技术问题等。其优点
是：能在关键时刻满足企业的特殊需要，减少企业获取技术的成本，促进人员之间的交流。

（４）技术服务。主要是指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试验的硬件条件，比如产品中试，大型
试验协作等。

２．以硬性技术 （实物产品或设备）为媒介

通过购置设备和软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是最常见的技术转移方式。比如引进国外成套设备、

流水线或单项成熟技术，最具代表性的是 “交钥匙工程”，其含义是指技术供给方提供产品的全部工

艺，包括工厂设计、工程图纸、设备与机械、建筑监控、启动调试和培训人员等，直到当地人员能够

接管为止。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快速地获取现有的技术，卖方可能会提供培训，投产获利较快，风

险小。缺点是：新设备可能不适应企业现有的环境；企业需要在组织上进行变化；成本较高；不能从

根本上提高技术能力，随着技术的变化需要不断地购买。

３．以人员为媒介
关键技术人才的流动常常伴随着技术成果的流动。比如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互派人员访问或学习

和工作，企业雇佣外部专家或输送本地人员接受培训等。技术知识随着这种人员的交流得到转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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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的优点是：直接，转移中的问题较容易解决，成功率较大；成本不高；人员交流也有利于增进

相互了解，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４．以信息为媒介
指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获取所需的技术，包括文献信息、数据库信息，也包括参加各种技术会

议，参观展览和演示获取信息以及通过报刊、杂志、书籍、音像资料获得科技方面的理论、知识、经

验等。这类方式的优点是：成本低、速度快、简单易行。

５．以资本为媒介
在国际间技术转移中，合作生产与直接投资都是有效的技术转移形式，合作生产主要表现为当地

企业以国外企业提供的工艺和文献作为基础生产零部件或最终产品，外方也经常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

管理；国外直接投资包括独资和合资两种形式，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在这里技术转移主

要指的是技术在地区之间的转移。由成果拥有单位或由科技人员自己创办企业，通过出让股权获得融

资实现技术商品化，是技术转移最为直接的方式。此类技术转移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由科研院

所或个人转移到了企业，另一个是技术的所有权在企业融资过程中部分发生了部分的转移。

（三）我国技术转移路径和组织体系

１．转移路径
我国的技术转移一般有着如下路径：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民用和军用技术的军民兼用

转移，技术从先进地区、部门、产业及行业转向后进地区、部门、产业及行业，企业内部的技术转移等。

２．转移组织体系
在长期的技术转移实践中，我国的技术转移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九大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齐头并进，科技部国家级常设技术市场独占鳖头，国防科技军民技术双向转移一枝独秀，各

行业、各部门技术转移机构百花齐放。我国的技术转移五大系统 （中国科学院系统，教育部系统，科

技部系统，国防科工委系统，部门、行业系统）并驾齐驱，技术转移体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各系统简介略）

３．区域技术转移联盟
目前，区域技术转移服务联盟发展迅速。在已有的长三角、东北、环渤海、北京等技术转移联盟

的基础上，济南都市圈、上海、广西、珠三角等技术转移服务联盟相继成立。（各联盟简介略）

二、我国技术转移的发展状况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技术转移概念的引进，技术转移以多种方式在我国各地区、各行业
以及我国与国外的经济技术交往中全面展开，我国技术转移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技术成交的规模和质量明显提高

据统计，我国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在开放市场初期只有７亿元，到２００７年达到２２２６５１亿元。我
国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１０００亿元用了１７年，但从１０００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０亿元只用了４年。据 《全

国技术市场统计简报》公布：２００７年，全国认定登记技术合同２２０８６８份，同比增长７％；成交总金
额达２２２６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２％；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突破百万元大关，达到１０１万元，同
比增长１５％。２００８年，全国技术市场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２２６３４３份，成交金额达２６６５亿元，分别
较２００７年同期增长２５％和１９７％；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０１万元上升到１１８万
元。２００９年，全国通过技术市场登记的技术合同有２１３７５２项，成交金额突破３０００亿元大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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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平均每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由上年的１１８万元上升到１４２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成交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０９１％，较上年增长００２个百分点 （依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公布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技术市场交易进一步活跃，技术交易的内容更加丰富，无论是全国还

是地方，我国技术成交的规模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

（二）技术转移的法律制度框架逐步形成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技术转移是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科技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８５年３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 “开拓技术市

场，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对我国技术转移的基本制度和框架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其后

相继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以及有关部门的规章和地方政府制定的 《技术市场条例》

等，也在不断充实着我国技术转移工作的法律制度和框架。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开展以来，技术转移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明显加快，技术转移的法律

制度框架逐步形成。一是为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科技部制定了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

法》，对技术转移机构的功能和业务范围以及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评定与管理、扶持与促进等做

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引导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科技部火炬中心制

定了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示范机构的评价和考核。二是加大对技术转移

的税收优惠力度。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５００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５００万元的部分，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而在此之前，企业技术转移所得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是３０万元。

（三）产学研合作方兴未艾

产学研合作作为推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是技术转移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形式。

我国的产学研合作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９２年开始步入正轨。１９９２年４月，原国家经贸委、国
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国家所制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使这项工作在十

多年的时间中取得长足进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１９９９年国家颁布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后，产学研结合被提到了国家的战

略高度，成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也由最初的高校与企业 “外在性”

合作发展到实质性的生产要素的 “内在性”联合，如建立 “技术入股、联合攻关、成果共享、风险共

担”的联合体；建立各种形式的长期联合开发中心；围绕企业的核心技术进行长期的合作研究，在企

业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为企业培养高层次人才；高校与企业组建股份制上市公司；发展高校科技产

业，即大学通过自己创办科技产业或建立实践基地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学研

结合；创办大学科技园等。

我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建立第１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已建成大大小小
的技术市场近百个，其中包括：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北方技术交易市场等１０个国家级常设技术
市场，依托国内重点大学、科研机构的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１０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６９个，专业为
中小企业提供中介服务的生产力促进中心１５３２家，各种技术贸易机构、科技咨询服务机构６万多家，
从业人员达１３０万人。国内技术转移服务组织已初具规模，且在继续壮大。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开展以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建设发展迅速，建立了一批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２００８年８月７日，科技部确定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７６家机构为首批国家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又确定了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等５８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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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第２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到目前为止，获得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的单位已有１３４家。
２００７年５月，国内首家创新驿站 “青岛创新驿站”在青岛技术产权交易所揭牌成立。上海青浦、

浙江德清等创新驿站也相继建立。２００９年，科技部启动了中国创新驿站试点工作，希望通过整合创新
服务资源，建立一批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新型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提升我国技术转移公共服务能力。

２０１０年，科技部在部分省市择优选择了１０家机构作为区域站点、２０家机构作为基层站点开展试点工
作，试点创新驿站按照统一的规则和流程运作，为中小企业提供 “一站式”技术服务。

三、广东开展技术转移的优势分析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高度重视技术转移工作，在推进产学研合作、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及制度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１．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共出台包括科技人员、科技计划、科技条件、科
技体制改革、民营科技、技术市场、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科学普及、科技合

作、科技中介服务等方面在内的重大科技政策法规和科技发展规划约４００项，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科技
事业乃至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２．技术转移在促进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大约１０年的时间内，广东使用１００亿美元以上
的资金，引进约１３０万台 （套）技术设备，并对引进的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研究，取得了显著

成果，大大地提高了广东的技术水平，促进广东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崛起，并改善了广东科技同经济

“两张皮”的状况。

３．广东省的科技服务机构实力显著增强。生产力促进中心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有５家生产
力促进中心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示范中心；涌现出华南理工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佛山市华南精

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工程中心、深圳市南方国际技术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深

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优秀的技术转移机构，并有１０家技术转移机构被科
技部认定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组建了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全省科技创业孵化体系的功

能和效益不断提升。

（二）初步构建了广东省技术转移政策支撑系统

１．广东科技发展战略
（１）确立自主创新战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实施 《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

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把构建 “创新型广东”、实现从制造大省向创新大省的转变作为未来科技发展

的基本战略取向，奠定了广东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基调。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省政府颁布了 《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若干政策》，提出新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条款。２００８年９月，广东省人民政
府颁布了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核心，提出

要将广东建设成为创新环境优越、创新体系完善、创新机制健全、创新人才集聚、创新成果众多、创

新效益显著、自主创新支撑引领能力强大的创新型省份。

（２）开创省部共建创新型广东新格局。２００６年８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

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等学校为

技术依托、产业化为目标、产学研相结合的新路子，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国产学研的合作与发展做出示范性贡献。２００８年９月，广东省人民
政府、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制订 《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全面开展促进自主创新的综合试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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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具有中国和广东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解决制约广东科学发展短板问题，推动广东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２００９年５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
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提出要将中科院创新资源与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有机结
合，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并率先建成全国创新型区域。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准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规划明
确把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赋予 “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

２００９年４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 《关于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年） ＞的决定》。２００９年６月，经省政府同意，广东省科技厅印发了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科技与自主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该方案为全面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２．政策法规体系
（１）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性政策。１９９１年７月，广东省在国内率先

提出 “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要求，颁布了 《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决定的

中心思想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１９９５年７月，
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落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理念和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广东２０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１９９８年９月，广东省颁布 《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

定》，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国家科委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发了此文。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该决定，广东省科技厅颁发 《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实施方案》，有力地促进全省

特色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推动区域经济特别是镇级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２００４年８
月，广东省颁发 《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指出要促进科学技术对各领域、各行业的渗透，

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２）激发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政策。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 《关于

加快我省科技队伍建设步伐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加快全省各学科、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步伐，

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大力引进人才，加速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 “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建设一支与广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能够担负起２０年赶上亚洲 “四小龙”的科技队

伍。１９９３年８月，经广东省政府同意，省科委和省体改办联合颁发了 《广东省科研机构综合改革试点

方案》，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有选择地在部分科研机构中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促进科研机构的科技人

员合理分流，充分发挥各类科技人员的作用。１９９９年６月，广东省颁发了 《广东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主要任务和实施步骤以及配套措施都做了周密

部署。２００４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
决定＞的意见》颁发，意见提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加大力度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来粤工
作；加强宏观调控，实施人才资源区域共享战略；加快人才市场体系建设，把本省建成最适宜各类优

秀人才创业、工作、生活的地区。

（３）出台一系列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１９９２年３月，广东省政府颁发了 《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１９９３年７月，广东省委、
省政府颁发 《关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制定了相关建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运

行机制、增加投入、税收、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引进人才等方面的相应措施，对高新技术企

业在税收、进出口、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１９９７年４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

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理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机制，重申了继续执行１２项
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财税政策，对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扶持和对拓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外经

贸问题作了规定。１９９９年８月，广东省政府颁发了 《广东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珠江三角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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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方案的通知》，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提升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地位。

２００２年６月，《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出台，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稳步发展。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广东省政府颁布了 《关于推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好一批

国家级和省级软件产业化基地；加快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集成，使

之成为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和产业化基地等重要内容。２００９年８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关于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高新技术产业的定位，以高新区为现代产业发展

龙头和引擎，加快建设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３．科技金融支持体系
（１）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贷款。２００７年９月，广东省科技厅本着优势互补、互促发展

的原则，与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签署了 《支持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旨在

通过探索科技与金融合作的新机制，帮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根据协议，广东省科技厅

拿出１亿元设立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并与地级以上市合作，增加 “融资

担保风险准备金”规模。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按照风险准备金１∶２０的比例，在未来５年内为全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１８０亿元贷款。双方通过建立 “三台一会”（工作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促进会），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贷款业务的发展。

（２）推动设立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基金，提升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广东高新技术
产业基金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海洋科技等产业。基金总规模为２００亿元，首期规模为５０亿
元。

（三）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１．广东与技术转移相关的中介机构类型和分布
根据２００５年广东省科技厅专家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广东省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已达６７００余家，从

业人员１５万人以上，约是我国大中城市各类科技中介机构总数的１０％和从业人员的１４％。广东省与
技术转移相关的中介机构类型主要有：

（１）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和孵化器
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②民营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③大学科技园；④留学生创

业园；⑤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⑥各类科技园区。
（２）综合科技咨询服务机构
目前，广东省从事综合科技咨询工作的骨干机构主要有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广东省科技情报

所、湛江科技评估中心等省、地级市科技情报信息机构。

（３）技术创新服务机构
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②生产力促进中心。
（４）农村科技咨询机构
目前，广东省经科技部星火计划办认定的国家星火计划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单位共４０家，

其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有２１家，占总数的５２５％；其次是粤北地区９家，占２２５％。
（５）技术交易及其他机构
①技术产权交易所：广东省目前规模较大的技术产权交易所有广州技术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和南方国际技术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②交易会：目前，广东省举办的大型交易会包括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及拍卖会 （深圳）、

全国新技术博览会 （广州）、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中国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中

国惠州国际数码节、中国佛山陶瓷博览会等。广州、深圳、中山、顺德等地都建立了技术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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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德庆县建立了农村技术市场，各种形式的技术交易市场一般设有专门网站，开展网上技术交

易，本省已逐步成为全国技术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６）投融资机构
广东省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与风险资本持续增长。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广东省风险投资机构总数为

６３家，注册资本总量超过２９６５亿元，管理资本总量超过２０２４２亿元，占全国风险投资资本总量的
１７７９％。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广东省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迅速，资本集聚效应明显，仅２００７年，新
募集资本就超过４９６亿元，这些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地。

（７）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
截至２００５年年底，全省共有专利代理机构６４家，专利代理人３６９人，以上机构承担了全省７０％

的代理业务，并为委托代理人提供专利撤销、专利诉讼、专利许可贸易中介、专利文献检索服务等。

“十五”期间，广东省一直把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建设作为促进技术创新的一项基本基础设施

建设来抓，以完善系统、形成网络、提高效率为方针，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设。目前，全省

广州、深圳、汕头、佛山等市及部分县 （市、区）已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开展知识产权服务

工作。

２．珠江三角洲地区技术转移联盟
２００９年９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技术转移联盟 （以下简称 “联盟”）成立。联盟是在广东省科技厅

领导和支持下，由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公司、社会团体等共同发起创立的区域性技

术转移联盟。联盟首批成员有２６家单位，其中９家单位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５家单位为国家级
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２００８年，联盟成员单位服务企业６０００多家，促成技术及技术产权交易额超百
亿元。

（四）省部、省院合作探索了一条有效的技术转移途径

２００５年９月，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签署了 《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合

作协议》，并得到科技部的大力支持，由此，“两部一省”开始联合推进产学研工作。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２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正式拉开了广东 “省院合作”的序幕。

省部、省院的产学研合作有效地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标、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实现企业和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共赢的最佳模式，也是推进技术转移的

最佳途径之一。

（五）技术市场发展

广东的技术市场非常活跃，“十五”以来，广东已成为全国技术交易的重要集散地，技术合同交

易额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３位。２００８年，全省经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项目有１６１６８项，
合同成交金额达１８４７７亿元，较上年增长了３９％；华南 （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完成交易额达

４１００３亿元，涉及总资产金额达２１４４０８亿元。２００９年，技术市场共达成技术合同１４４９８项，实现
合同成交金额２４７９３亿元，同比增长了２１６２％。

（六）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融资环境建设

为进一步拓宽科技投融资渠道，解决科技项目产业化融资难问题，广东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积极制

定各项政策，推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破解科技项目融资难问题。如广州市设立了初始规模为４５００万
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资金，主要为承担过国家、省及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或是有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向银行贷款时提供担保；集中财政科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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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策划一批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大型项目，带动区、县、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

积极探索已投入项目的资金退出渠道，盘活已投资项目的资金，争取筹集更多的资金继续用于科技

投入。

又如深圳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业，鼓励多种形式风险创业投资，大力吸引海内外创业投资

机构，积极培育发展天使资本市场；支持深交所扩大中小企业板规模，增强中小企业板活力；加大对

深交所主板市场的支持力度，吸引大型高科技企业上市；探索非上市公司的柜台和场外交易，推进三

板市场的发展；加快建设中国 （华南）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完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鼓励银行、

证券等金融机构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积极推进深港资本市场合作与连接，探索跨境交

易、双重挂牌、两地上市、联网交易及深圳与内地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可行性。

四、广东省技术转移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

（一）面临的机遇

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为广东技术转移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

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的全球化、研究开

发活动管理方面的全球化以及科技成果全球转移与共享。科技全球化使得技术创新周期日益缩短，国

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规模日益提升。科技全球化为本地区追赶发达国家，并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技术

跨越提供了可能性。广东正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基地和全球生产网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

相应的技术转移提高本地区的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是广东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当前谋求全球经济发

展的现实选择。

技术转移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技术转移体系逐步建立。２００７年，为贯彻落实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联合下发了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方案》，正式拉开了我国大规模

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序幕。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工作，为技术转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２００８年，在全省
科学技术大会上，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包括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和 《广东省自主

创新规划纲要》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大力实施 “十大创新工程”，积极推进粤港关键领域联

合，并首创了与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共建创新型广东的新机制，掀起了新一轮自主创新热潮。２００９年
８月，广东省政府在深圳召开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会议强调，到２０１２年，力争全省研发投
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２５％，研发人员总量达２８万人左右，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６００件／百
万人，率先把广东建设成全国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到２０２０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性国
际化创新体系，全省自主创新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成创新型广东。

广东经济和社会的新一轮发展也需要科技提供强大的支撑。当前，广东 “双提升”和 “双转移”

战略的实施，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突破支柱产业和重点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都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拉力，是广东技术转移发挥作用的大

舞台。

ＣＥＰＡ签订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加速广东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为推进科技发展提供了一
个资源共享、技术优势互补、产业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为加快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

促进产业技术转移、人才、资金的流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存在的问题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虽然技术转移工作起步较早，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新形势下，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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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

１．经费投入不足
近年来，广东省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其投入强度却没有明显加大。２００３年，全省科技经费投入

占ＧＤＰ比重为２４７％，而到２００５年却下降至２０１％，２００８年虽然回升至２３％，但仍没有恢复到
２００３年的水平。Ｒ＆Ｄ经费也是如此，虽然 Ｒ＆Ｄ经费投入的绝对值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７９亿元，上升到
２００７年的３７５亿元，再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９０亿元，但其占ＧＤＰ的比重始终徘徊在１３％左右。广东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不高，基本上都在４％以下。
２．高层次人才资源短缺
从国内看，虽然广东科技人才队伍的绝对数量处于全国前列，但人才密度偏低，高层次人才缺

乏。从高层次人才看，广东科技 “领军人物”偏少，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组织重大科技创新

的创新人才严重不足。与国外相比，广东科技人才总量和密度均显不足，科技人才与发达国家和新兴

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２００６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 Ｒ＆Ｄ活动人数日本为１４１人、法国
１２８人、德国１１８人、韩国９９人，而广东只有３５人。

此外，广东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普遍存在缺乏既懂技术又懂营销的市场开拓型人才；技

术转移服务机构缺乏熟悉技术转移服务业务的跨学科、高素质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从业人员大部分是

半路出家，没有受过系统的技术转移服务业务教育和培训，专业能力不足。至今广东还没有建立起一

支技术经纪人队伍。科技人才资源的不足和技术经纪人才队伍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广东技术转移发展的

重要因素。

３．企业建立科技机构和开展科技活动的比例低
２００７年，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占２６８％，有新产品开发的企业占２１４％，

有Ｒ＆Ｄ活动的企业占１６８％，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１５％、１０４％和７９％。
２００６年，全省５３３４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８９３个，占总数的１６７４％；开展

科技活动的企业仅１３４６家，占总数的２５３％；进行Ｒ＆Ｄ活动的有８９２家，占总数的１６１７％；有新产
品开发的１０９３家，占总数的２０１５％。从数据上来看，仍有８成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科技机构，
７成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未开展科技活动，小型企业建立科技机构和开展科技活动的比例更低。

广东企业科技开发活动人才缺乏。据调查，广东省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

为６６％，有近一半企业家的学历为专科及以下。技术开发人员，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开发人员的缺乏
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广东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偏少。２００６年，作为全省工业企业骨干力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经
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１３％，尤其是Ｒ＆Ｄ经费仅占销售收入的０８％。在以企业为技术创新
主体的发达国家，其企业对Ｒ＆Ｄ的投入一般都占其销售额的３％左右，高新技术企业对Ｒ＆Ｄ的投入
则占其销售额的５％以上，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对Ｒ＆Ｄ的投入占其销售额的５％ １０％。

地区发展不平衡，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的地区差异大。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了全省大部

分科技资源，东西两翼及粤北地区处于弱势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２００７年，珠三角地区拥有发明专利
数占全省的９９６％，地区间创新能力的巨大差异阻碍了广东总体科技竞争力的提升。
４．技术转移的供需脱节，渠道不畅
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缺少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而直接承接高校、科研院所成果的二次开发

能力不足，高校、工程公司 （设计院）、企业等在技术集成上互动不够，没有形成合力。主要体现在：

作为技术源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和场所的限制，大多技术成果没有经过中间

放大实验，技术有待进一步孵化成熟；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储量中，单元技术、阶段性成果多，行

业共性的关键成套技术相对较少，很大部分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脱节；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过程研究具备很强的优势，但在工程设计、工程研究方面缺乏经验，存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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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患常常造成巨大的投资风险，阻碍了技术转移的有效实施。

５．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和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１）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在风险投资政策上，目前仍未出台有关支持风险投资发

展的税收政策、引导基金政策以及证券、保险资金参与风险投资的实施细则等，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尚未建立。

在金融支持政策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拍卖和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健全，政府鼓励金融机构投

入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激励政策尚不明朗。由于政策体系不完善，科技投融资比例偏低。从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科技活动筹集经费比例看，金融机构贷款仅占５７％，比２００５年减少了８７％。除了金融机构
的贷款偏低外，风险投资的比例也偏低。尽管广东省拥有风险投资机构１３０多家，但其作用并没有得
到有效发挥，风险投资机构对高风险、高收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敢投资，“风险投资不风险，风

险项目不投资”的问题比较突出。

（２）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技术转移服务行业的发展还远不尽人意，粗放型技术转移
服务仍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行业社会影响力小，缺乏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行业引领企业。技术

转移服务业的社会影响力与其组织规模的大小、经营收入特别是主营收入的大小互为因果。由于技术

转移服务机构的组织规模普遍不大，经营收入低，造成企业和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小。另一方面，由于

行业和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小，业务开拓艰难，经营状况难以改善，企业和行业难以做大、做强。广东

省技术转移服务行业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至今仍未能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业务的开展
仍然比较困难，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很少，难以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３）业内合作缺乏，技术转移后续服务难以保证。广东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一方面由于组织规模
普遍偏小，专业人才配备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业内缺乏广泛合作，未能形成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队

伍和强有力的后续支撑机构，技术转移过程中和转移后被转移出去的技术，一旦出现问题，后续技术

支持跟不上，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技术受让方认为技术的转化缺乏保障或技术存在缺陷，最终造

成技术转移失败。对于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

对象恰恰就是这些中小企业。

（４）服务过程不透明，缺乏应有的自信心和公信力。目前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尽
可能不让服务对象知晓另一方的情况，如机构受谁委托，技术的出让方或受让方是谁等，不少机构一

般都不告诉对方，目的在于防止一方知晓另一方的情况后被服务对象甩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技术

转移服务机构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另外，服务过程的不透明，也可能引起服务对象的种种疑虑，包

括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本身的怀疑，从而降低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最终影响到技术转移

的成功率和效率。

（５）大部分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竞争意识不强，主导业务不突出。目前广东的科技中介机构大多数
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相当一部分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有的则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

位，对政府依赖性强，主动性、开拓性差，缺乏清晰的业务定位和竞争意识，主导业务不突出，没有

形成专业化分工和网络化协作的服务体系。

科技中介机构高素质人才不足，服务手段落后。目前广东的科技中介机构大多数缺少具有综合管

理能力、专业化知识和开拓创新的人才，相当部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服务经验不足；相当部分中介

机构资金缺乏，硬件设施配套不全，导致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低下，竞争力弱。

（６）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广东省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对科技成果价值进行
市场评价的权威机构，由于成果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难以对成果的市场价值做出准确预测，容易出现供

需双方对成果的价格与价值预期不一致而产生分歧，不利于成果的交易和转化。

６．技术市场有待进一步培育和发展
（１）技术交易虽然发展迅速，但现有规模仍然不大。从技术市场交易的总体规模来看，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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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市场交易额仅相当于同年省内生产总值的０６３％，虽有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表１２－２－２－１　广东技术市场份额与省内生产总值比较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份
项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技术交易额 （亿元） １１２４７ １０７０３ １３３８２ ２０３８６ ２４７９３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２２３６６５４ ２６１５９５２ ３１０８４４０ ３５６９６４６ ３９０８２

技术交易额／ＧＤＰ （％） ０５０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６３

（２）专利技术转移实施率低位徘徊。据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广东省专利申请量由２７５９６项增
加到１０２４４９项，专利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达５３０３％；授权量由２２７６０项增加到５６４５１项，年平均
增长率达３５４％。专利技术交易也由１６６项增加到９１１项，年平均增长率达４０５７％；专利技术转移
实施率由２６６％增加至８１１％，但相对于全国１０％的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１０％ １５％的水平来说，
还有较大差距，而高等院校专利技术转移实施率则更低。

五、促进广东技术转移发展的相关建议与对策

（一）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协调和促进作用

政府作为在技术转移中的协调者和促进者，主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体系、

技术评估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等手段发挥作用。

１．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抓紧实施 《广东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方案》

充分认识技术转移工作的重要性，把技术转移作为促进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的重点，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制度。把技术转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成立机构，落实人员，以 《广东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方

案》出台为契机，推动广东技术转移体系的建立和技术转移向纵深发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营造技

术转移的良好环境氛围，推动技术转移和广东优势产业升级，促进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市

场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汇聚各方的力量，共同推动全社会

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加强宣传，表彰先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技术转移工作的良好氛围。

２．贯彻执行、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促进技术市场法制化建设
健全技术市场法律法规政策保障体系，营造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法律环境，研究制定技术转移促进

条例，出台技术及技术服务信息发布标准等规章制度，在贯彻执行现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惠政策的

基础上，推动技术转移机构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技术成果管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推进 《广东省促进技术转移条例》的立法工作。目前，深圳正在加紧制定 《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

移条例》，且已经进入立法程序，这将为广东技术转移立法提供试点。

整合科技资源，加大科技计划和科技政策对创业投资的衔接。尽快出台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内容包括设立风险准备金，鼓励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在深圳实践的

基础上，设立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成长路线图计划专项资金等。

贯彻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 《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

加快编制 《广东技术引进指南》，制定 《广东企业需求技术引进目录》。落实和完善 《鼓励技术

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意见》。设立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基金，专门用于帮助有

关企业进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运用技术标准引导技术创新。标准是引导产业发展的关键，也是知识产权的核心。广东应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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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导、扶持企业，支持和鼓励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

定，把规模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把标准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建立促进创新的金融体系，制定激励政策，充分调动民间资金，扩大融资渠道和数量，尽快完善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３．加大投入，实施技术转移计划，促成一批技术转移示范工程
设立技术转移专项资金，实施技术转移示范工程，重点支持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能力建设，

支持示范机构在促进购买、引进区外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促进产学研合作中遴选的项目及技术交易

中成功的重大项目。同时，支持一批符合广东科技发展纲要和关系民生的重大技术转移项目的组织实

施，促成一批技术转移示范工程。

（二）推进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建设

技术转移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服务水平专业、服务功能齐全的科技中介机构和一支训练有素的技术

转移专家队伍。目前，本省的一些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水平不平衡，并且职能交叉、结构不合

理、服务水平低，缺乏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技术经纪人才和市场管理人才，因此，急需推

进本省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应重点开展创优建设和品牌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形成服务特

色，向专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１．鼓励和引导省内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技术转移机构。
２．建立一批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３．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人才发展战略，打造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团队。

（三）依托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构建立足珠三角，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技术转移服务平台

１．联盟的发展与定位
广泛吸纳技术资源提供方、技术资源需求方和中介服务方三方的相关单位，将联盟打造成为一个

能够立足珠三角，辐射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集技术、科技成果、人才、投融资、项目咨询评估、成

果对接、市场预测、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为一体的全方位综合性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平台，为高校、科

研机构和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成果转化、成果孵化、技术交易、科技评估、科技咨询、风险投资和人

才中介等方面的服务。

２．整合资源，扩大联盟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加强制约本省技术转移发展的全方位调研，研究分析当前技术转移发展态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建立联盟网站，整合区域技术转移信息资源，实施分类管理。对于联盟内独立技术转移机构建立

的网站，加强协调，建立互联互通网络；对于政府资助建设的公益性技术市场、技术交易等相关网

站，及时更新和补充科技成果信息，将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取得的成果信息在网上免费公开。同时，利

用展示会、交易会等形式，在科研机构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网上技术市场宣传推介工作。

开展成员单位的协作。加强联盟内资源提供方、资源需求方、中介服务方的协同合作，整合三方

资源，建立覆盖技术转移全程的完整服务链，积极挖掘企业需求，寻找并创造合作机会。

开展技术转移从业人员培训与认证工作。对联盟成员单位进行全方位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

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培养一支由多层次技术经营人才及大量合格的技术经纪人构成的，德

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立和完善技术经纪人职业和岗位资质认证制度，

加强技术转移经纪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逐步推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粤港澳技术经纪人的资质互认。

３．建立以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为核心的广东创新驿站服务体系
启动创新驿站节点建设，形成覆盖全省的技术转移网络。与各地市科技局合作，联合启动全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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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驿站节点建设，选择一批开发区、创业园、专业镇作为试点，设立驿站联络员，建立创新驿站节

点，同时鼓励当地企业设立技术联络员。

规范技术转移服务，提升技术转移服务质量，为创新驿站节点提供统一的软硬件及技术转移服务

指南。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加快整合全省技术转移服务网络资源，实现创新驿站节点与技术信息骨

干网络互联互通，形成覆盖全省的技术转移网络，使技术转移服务由点延伸到扩展到面，以便及时、

快速地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完整与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

４．依托联盟，构建技术转移综合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完善联盟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构建科技支持服务、融资担保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

训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创业辅导服务、市场开拓服务、政策法律服务等服务平台子体系，每个子体

系都有若干核心服务机构支撑，由核心服务机构发起，联合省内外有关机构，形成服务网络。

５．牵头组建专业性的技术转移中心
以联盟内行业服务机构及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为依托，建立广东工业技术转移中心 （网络）、广

东农业技术转移中心 （网络）、广东省社会发展领域技术转移中心等。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与管理处　严军华）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罗　祥）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报告

（２００９年６月）

“十一五”开局以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运行质量，自主

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得到了明显加强和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广东产业结

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发展特点

（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十一五”开局以来，广东高新区各项经济指标均有大幅度提升。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广东高新区工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２７９６％，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３８７７％，出口创汇年均增长３７４１％，从业人员年
均增长１７１７％。与 “十五”期末的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０８年，高新区无论是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
出口创汇还是从业人员数，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见表１２－２－３－１）。

表１２－２－３－１　广东高新区 “十五”期末与 “十一五”期中主要指标对比

项目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工业增加值

（亿元）

出口创汇

（亿美元）

从业人员

（万人）

“十五”期末 （２００５年） ５５５４３ １１４９５ ３１７１ ９５５

“十一五”期中 （２００８年） １００５０ ２３８３０８ ６４３８１ １４４７

增长幅度 ８０９％ １０７３％ １０３０３％ ５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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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广东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０５０亿元，增幅高达３７４７％，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１８
个百分点；实现增加值达２３８３０８亿元，增幅高达５４％；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出口创汇都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全省高新区增加值率高达２３７１％。其中广州、深圳高新区表现尤其突出，广州高新区的出
口创汇还逆势上涨，比上年同期增长近５０％。

（二）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断提升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地方经济的重点，也是地方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已成为各个地方经

济建设新的增长点。２００８年，广东省１６个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达２３８３０８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１６１％；出口总额达６４３８１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１５９％。目前，全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已经逐步成为各地经济活跃的中心区域，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高新区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受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广东完成生产总值３５６９６４６
亿元，增长１０１％，增幅比上年同期低４６个百分点。然而，广东１６个高新区２００８年工业总产值增
幅高达３７４７％，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１８个百分点。高新区上缴税收、出口创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为本省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

２００８年，广东１６个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０５０亿元，工业增加值达２３８３０８亿元，工业增
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２３７％，比上年增长２５个百分点。表明高新区工业向高附加值发展趋
势明显；净利润达到５３３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８２２％，远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高新区２００８年单位面积产出达５６亿元／平方公里，比２００５年提高２４亿元／
平方公里；人均劳动生产率达７０６４万元／人，比２００５年提高１２３９万元／人，是全省的十几倍，高于
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均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广东高新区的发展也处于先进地位。深圳、广州高

新区在科技部火炬中心最近组织的全国高新区评价中分别排在第２位和第４位，名列前茅。

（四）产业高级化、集群化明显

高新区产业主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从所属技术领域来看，国家级高新区企业有７０％以上属于
广东四大高新技术产业，也就是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光机电一体化四大领域。其中，电

子信息领域的企业数占高新区全部企业数的近一半，而且总收入占全区的６５％左右，出口创汇占全区
的７０％以上。

图１２－２－３－１　国家高新区按所属技术领域分的企业结构 （２００６）

全省范围内，以高新区为主体，珠三角东岸的广州、深圳、东莞、惠州高新区组成了 “电子信息

业走廊”；西岸的佛山、中山、江门、珠海高新区，形成了以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为主导的配

套环境和产业链；山区的肇庆高新区以大企业为龙头，形成了较完善的有色金属材料产业链，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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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认定为国家级金属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这些产业高新技术相对密集，具有一定的规模，逐步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成为当地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五）企业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近年来，高新区始终高举创新的旗帜，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的软硬环境，成为科技企业创业、科技成果

研发和转化的摇篮和热土。２００８年，全省高新区Ｒ＆Ｄ经费支出达３１３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４％；全省高
新区Ｒ＆Ｄ人员达１１６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３７８％；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４９６２项，比上年增长１４３％。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了高新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广州高新区有４家企业４个产品获得
“中国名牌产品”称号、５个产品获 “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华为”牌程控交换机获首批 “中国

世界名牌产品”称号。全省高新区内名牌产品达到６０多个，占全省名牌产品的２５％左右。国家级、
省级新产品１００多个，占全省新产品总数的３５％左右。

二、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广东高新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自主创新能力、区域协调性、创新体系、人

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广东高新区新一轮的大发展。

（一）高新区研发投入产出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广东高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全省高新区来看，２００８年，广东高
新区的Ｒ＆Ｄ投入占产品销售额的比重不到３３％，虽然高于全省平均值，但高新区作为全省自主创新
的重要基地，这一比例仍然偏低。国家级高新区这一比例虽然高一些，为３５％，但距离科技部对国
家级高新区到２０１０年Ｒ＆Ｄ占产品销售额比例达到４％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二）高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严重

由于广东省各地市在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各高新区起点不一，导致当前本省

高新区发展仍很不平衡。从地理位置和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分成３类，第１类是珠江三角洲中
心城市高新区，包括广州、深圳国家高新区；第２类是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高新区，包括珠海、惠
州、中山等高新区；第３类是东西两翼和山区高新区。３类高新区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广州、深圳这两个国家级高新区无论是总体经济实力，还是自主创新能力，都处于领先地位。这

两个高新区已开发土地面积仅占全省高新区的１５％，而产值则占全省高新区总产值的３６７２％，Ｒ＆Ｄ
投入占全省高新区比例更高达一半以上。珠海、惠州、中山、佛山 （国家级）、东莞、江门、佛山

（省级）７个高新区，总体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特色较明显，２００８年，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５４６７％。
反观地处东西两翼和山区的肇庆、汕头、揭阳、阳江、河源、清远６个高新区，由于起步时间较

晚，工业基础薄弱，２００８年，工业总产值仅占全省高新区总产值的８１％ （见图１２－２－３－２）。

图１２－２－３－２全省高新区产值分布图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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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新区产业仍处于价值链较低端，部分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比例过低

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分工中，广东高新区整体水平仍大多处于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低。２００７年，广东反
映产业附加值的增加值率仅２１１６％，比全国国家级高新区２４１７％低３％，比山东、上海、浙江都要低。

高新区的重要使命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然而广东省部分高新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很低。

从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对比看，２００８年，６个国家级高新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６０００亿元，１０个省
级高新区加起来只有１０００亿元左右，差距十分明显。一些高新区为了做大经济规模，在产业选择上
没有严格把关，趋同于一般的工业园区。

（四）高新区创新环境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与中关村等先进科技园区相比，广东高新区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许多高新区还没有风险

投资机构进入，非上市企业股权代办也没有开展起来。尤其是一些省级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建设还

处于起步阶段。

（五）高新区普遍面临发展资源的制约

珠江三角洲地区高新区普遍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的局面。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高新区在发展初

期，大都通过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带来了资源过快

消耗的问题。当前，这些高新区土地资源都十分紧缺，有的高新区已经几乎没有发展空间。目前６个国
家级高新区新建区累计开发面积已达到新建区总面积的８０％以上。这类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在园区
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进行战略调整，否则很难适应未来土地资源极限状态下的发展形势。

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新区的发展受到人才与资金等资源的制约。东西两翼和山区高新区，由于发展

基础和地域等原因的影响，难以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和优质的资金。而资金投入的不足、人才的缺乏，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贸易等政策难以完全到位等，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地区高新区发

展的重要资源因素。

三、广东高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给高新区带来巨大的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产的全球化特征日趋明显，国际国内产业转移速度正在加

快。一方面，随着我国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国际产业转移进入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档

次不断提升。２００７年初，微软、英特尔、ＩＢＭ三大世界 ＩＴ巨头落户广州高新区，且均在园区设立研
发机构；２００９年，中山、惠州、珠海等高新区也承接了很多国际知名高技术企业落户。另一方面，随
着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空间饱和，国际国内产业开始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例如，河源通过承接深圳

等地的手机产业转移，目前已经形成了年产值几十亿元的规模。

因此，对于发达地区高新区来说，新一轮产业大转移，是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大好机遇；而对于

欠发达地区的高新区来说，是追赶发达地区高新区的有利时机。

（二）在实施 《规划纲要》下，打造科学发展模式的先行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支持广东率先探索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产业规划、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已相对完善，土地、资金、人才等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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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利用效率较高，产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特别是一些国家级高新区基本实现发展方式的

根本转变，基本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也正在摸索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的新机制。

广东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１５０％，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广东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外贸出口
大幅下降。２００８年，广东完成生产总值３５６９６４６亿元，增长１０１％，增幅比上年同期低４６％，比
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平均增速低３７％。２００８年，广东１６个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０５０亿元，增幅高
达３７４７％，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１８个百分点。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出口创
汇基本上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广州、深圳高新区表现尤其突出，广州高新区的出口创汇还逆

势上涨，比上年同期增长近５０％。这表明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抵御风险能力很强。因此，在金
融危机下，应进一步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帮助中小型科技企业渡过难

关，扶持各高新区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打造一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人才大军，营造良好的创新

环境，以高新技术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以高新区带动区域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三）在创新型广东建设下，承担构建创新体系先行先试的使命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当前，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科技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作为

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国家高新区无疑是一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国

家赋予高新区的新的历史使命。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主线，以世界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为标杆，把自主创新作

为全省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中心环节，走出一条具有

广东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转变，

争当全国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排头兵，把广东省建设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广东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建立联合创新区，鼓励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完善创新平台

的运行管理机制，建设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广州高新区国际生物岛等重大创新平台，强化

创新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等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广东高新区将承担金融与科技合作、

粤港澳合作、省院合作等试点及高新区内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流通的试点工作，勇担构建创新体系先行先试的使命。

（四）在产业结构转型下，承担起建设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先导区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首先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廉价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迅速形成

了大规模的出口加工型制造业，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目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设计—制造—销

售体系）中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 “Ｕ型曲线”结构，在ＧＶＣ（价值链）上居优势地位的跨国公司
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汲取了产品设计和品牌销售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附加价值，而主要从事加工制

造环节的企业则处在价值链的最低端，在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被 “低端锁定”

和陷入 “贫困化增长”。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广东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具备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条件和基础。广州、深圳高新区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现代产业体

系的框架已经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的载体也已初步成型，逐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和空港海港经济圈，高新区开展了清洁生产企业、节水型、节能型、节材型、节地型及资源

综合利用示范企业建设，物流及粤港澳合作平台已初步建立。因此基于本省高新区等载体进行重点示

范建设，进而对全省其他地区进行示范推广，有助于降低其他地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成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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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设成效，对全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快推进广东高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广东高新区要实现新一轮的大发展，必须按照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规划发展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的要求，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 “二次创业”道路，通过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真正实现温总理２００５年提出的 “四位一体”发展目标。

（一）建立科学的高新区考核指标体系，完善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科学的考核评价，能有效地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建议高新区的归口管理单位，按照 《广东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加强对高新区的动态管理。依据导向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分类指

导等原则，构建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动态跟踪评价考核。考核结果要定

期公布和上报，并根据考核结果，调整相应的扶持政策和资金。

高新区应抓住当前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网络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有利时机，充分利

用国际资本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机遇，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国际化经营管理体制。围绕贯彻执行 《国

家科技进步法》《国家行政处罚法》《国家行政诉讼法》《国家专利法》等法规，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

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法规教育和培训，通过完善配套法规和坚持依法行政，建立法制化的管理体制。

（二）科学分工，合理布局，实现各类园区的协调发展

“十一五”期间，科技部把国家高新区分类为 “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和 “特

色产业园区”３类来布局。根据广东省各高新区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情况，按照分类指导原则，建
议对１６个高新区进行分类定位，科学分工，选好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开展错位竞争，避免恶性竞
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目前，深圳高新区已开始建设 “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广州、中山高新区要努力成为第１批国家
级创新型科技园区；惠州、珠海、佛山高新区，也应加快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体制、机制创新，迎头赶

上，使本省现有的国家级高新区大部分进入国家 “创新型科技园区”队伍；其他省级高新区可按 “创

新型科技园区”和 “特色产业园区”两类进行布局发展。

广州、深圳高新区依托所在市的科技、经济优势，已形成了较大的发展规模，具有较强的自主创

新能力，要成为本省重要的自主创新核心基地。珠三角的其他高新区，如惠州、珠海、中山、佛山

等，应采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重的方针，在扩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同时，努

力建成有各自特色的自主创新基地。东西两翼和山区的高新区要从实际出发，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行的道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产业和经济规模，积极承接珠三角

和海外产业转移；可以集中力量，先打造核心专业园区，取得局部突破，再谋求跨越发展。

（三）聚集整合创新资源，营造加快本省高新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高新区作为区域技术创新的核心，理应成为各类创新资源集聚的洼地。省科技厅作为本省高新区

的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经贸、农业、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省有关部门的协调工

作，建议建立广东高新区工作统筹机制，设立相应的专业咨询委员会，不定期向省有关职能部门和当

地政府提交专业咨询报告，协助解决广东高新区建设的重大问题，负责研究提出广东高新区发展的重

点方向，为高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广东省发展改革、财政、经贸、农业、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省

有关部门应重点支持高新区发展，把各种资源投放到高新区，形成合力，使高新区成为科技资源集聚

的区域，更好地发挥高新区带动和引领的作用。高新区所在的各地市应高度重视高新区，把高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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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作为区域科技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在政策、财政投入、人才等方面向高新区倾斜，大力扶持高

新区发展。

（四）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的投融资保障体系

园区所在地市人民政府应增加对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

展资金，通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采用配套资金拨款、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园区高新技

术产业项目规模化发展；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投入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民间资本等多种投

资主体，鼓励在高新区建立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他们投资以研发和产业化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

与金融部门、证券交易所、技术交易市场联合，支持在高新区内建立区域性的小额资本市场，促进技

术与资本的有机融合。

（五）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首先，要重视与高新区产业相关的公共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如共享的生物实验室、公共软件开

发和测试平台等，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技术服务体系。高新区应重视和积极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

设，发展培育一批以集成电路设计、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光电子的专业技术孵化器，加快火炬

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科研机构创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多种形式孵化器的建设，形成多层次、多

功能的孵化器网络。

其次，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高新区应充分发挥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中

介机构和政府的各自优势，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共同承担国家重点

科技项目、共同开发关联平台技术、联合研究制定新技术标准、联合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人才流动

与兼职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以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为纽带，通过市场机制、政策推动、企业

化运作，促进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

再次，要建立完善的支撑服务体系，整合服务资源，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高新区应

充分利用、挖掘和发挥现有社会资源的潜力和积极性，吸引风险投资保险机构、投资顾问机构、科技

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担保机构、人才培训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技术交易中

心等中介机构入区，为区内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林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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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统计表
表１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概况 （２００９）

项目

政府部门属科技机构

县以上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合计
自然科学和

技术领域

社会与人文

科学领域

科技信息

和文献机构

县属研究与

开发机构

非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

机构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有

Ｒ＆Ｄ活动的事业单位
转制机构

机构数 （个） １８０ １５４ １１ １５ １４９ ４６８ ７４
职工总数 （人） １６９３５ １５６２１ ６５９ ６５５ ２８９１ ８８３０９ １０８６３
　单位在职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人） １３２６９ １２１６７ ５９５ ５０７ １５２１ ３６０５４ ６２７１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 ９０４２ ８２１２ ４７３ ３５７ ６３５ ２４５８９ ４７８８
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人年） ６１０２ ５８２０ ２６５ １７ １２５ １０８２８ ２２７３
科技经费筹集额 （千元） ４３３２６５１ ４０２０６５６ １５２２９２ １５９７０３ ８１５１２ ５７１５２６６ １０６７９９０
　政府拨款 （千元） ３２６２８１１ ３０４１９４５ １１９８１０ １０１０５６ ６９９２３ ９９６１３１ ３５４８７６
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千元）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３６０６７１５ １５５７９４ １５４１３５ ８３５７３ ４６０７０６６ １１５４０６８
　资产购建支出 （千元） １２２１２７２ １１９５２８０ ８２８９ １７７０３ １００８５ １２２７５６１ ３３３５８７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千元）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１５３７３１５ ６００７６ ２８７４ ４０９７ ２６０１２６７ ４８７１３１
固定资产 （千元） ５１１６２８１ ４６８８７１０ １６２９６５ ２６４６０６ ２５４５６９ ２２０１３２８５ ２１４１５１４
课题数 （个） ５０８４ ４７５３ １４９ １８２ ２４７ １６５１ ９６０
课题经费支出 （千元）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１３０１６０４ ２１８９４ ２８９４１ ２１１６５ ２２４５１６３ ４３１３８５
　Ｒ＆Ｄ课题经费支出 （千元） ６８４６４４ ６６６０２３ １６９６７ １６５４ ３４５０ １８１３３８７ ２７６８６４
课题投入人员 （人年） ８５７７ ８０５９ ２７５ ２４３ ６９２ １２５８１ ２６９０
　Ｒ＆Ｄ课题投入人员 （人年） ５１２５ ４８６４ ２４９ １２ １１３ ９０７３ １７６７
专利申请受理 （项） ５８５ ５８３ ０ ２ ３ １４４９ ２７４
专利授权 （项） ２５５ ２５５ ０ ０ ２ ８５６ １２６
科技论文 （篇） ５６１６ ５２３０ ２３４ １５２ １１５ ３４３２ １４７９
科技专著 （种） １２４ ９０ ３２ ２ ２９ ９２ ２７

注：１．各表中数据由于统计小数四舍五入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配平处理；
２．各表的范围为县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即自然、社人、情报３个领域中的机构；
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对应的县属机构为 “大专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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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机构人员和经费概况 （２００９）
表２－１　按地域分布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支出

总　计 １８０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９０４２ ６７４５２０１ ３４９２９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３２０ ３９１６６４４

广州市 ８６ １３００７ １０４０４ ７６１６ ５８９２１９２ ２７７６０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５７２２２９６ ３２２５５３０

韶关市 ９ ２０１ １３３ ２９ ２０６０６ １４４５２ ０ ２３８２０ １６５０４

深圳市 ３ ４７２ ４５８ ４３１ ２９１１６０ ２８２０６８ ０ ３３５５４７ ２９０５４７

珠海市 ４ ２１４ １４３ ７１ ３４１５６ ２８７８７ ０ ３２９１７ ２８２０８

汕头市 １１ ６８９ ４９８ １６５ ６５４３７ ３２６８０ ０ ６３１３１ ３７８７４

佛山市 ５ １６９ １３６ ６９ ３６３１８ ３４９５３ ０ ２９９１９ ２０５４６

江门市 ４ ５８ ４８ ３５ １１６７２ ８７３０ ０ ９２２１ ７９６９

湛江市 １０ ６９２ ４１５ １９７ １５７６６０ １３３５４９ ０ １４００３１ １３０３４１

茂名市 ８ １５４ １０４ ３９ １９５４０ １２０９２ ０ １９３７５ １３８２２

肇庆市 ５ １３２ ９８ ４０ １９６１４ １４１２８ ０ １８８３７ １４２２８

惠州市 ７ ３２７ １９２ ８２ ２８０９８ ２０８１１ ０ ２８９２７ ２１８７９

梅州市 ５ ２０８ １６８ ６６ ２１３１８ １９５８２ ０ １８０８７ １２３８９

汕尾市 ３ １８ １８ ５ １０８２ ８９７ ０ １０７３ ６７３

河源市 ３ ２３ ２１ ５ ２８７９ ７２０ ０ ２４６４ １１６２

阳江市 ２ ６９ ４５ ９ ７２５７ ５２５４ ０ ６４５８ ２２１０

清远市 １ ４ ３ ０ １１４ ２０ ０ ２９６ ２３３

东莞市 ４ １７５ １５６ １０８ ６０６９６ ４８４３９ ０ ５１２３２ ３９８４２

中山市 ３ １００ ６４ ５２ ５９９７０ ４６０１８ ０ ５４７３５ ４００４６

潮州市 ２ １００ ９３ １１ ９４０４ ８９９９ ０ ９１６０ ８２３４

揭阳市 ３ ９９ ５６ ９ ３４６７ ３０３０ ０ ３３７１ ２１４０

云浮市 ２ ２４ １６ ３ ２５６１ １６９１ ０ ２４２３ ２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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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支出

总　计 １８０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９０４２ ６７４５２０１ ３４９２９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３２０ ３９１６６４４

地方部门属 １６０ １１８６９ ９４１６ ６０４３ ４４９０６３８ １９５１４６１ １０００ ４３０８５３５ ２０７４１０７

　省级部门属 ４７ ５７０２ ４７１２ ３３３４ ２９５４０９７ １１５５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６６９３７ １３３１８４９

　副省级城市属 ２６ ３１５９ ２５１１ １８４６ １１１４０８４ ４８１７４５ ０ １０４８１５９ ４５６７２３

　地市级部门属 ８７ ３００８ ２１９３ ８６３ ４２２４５７ ３１４５０６ ０ ３９３４３９ ２８５５３５

中央部门属 ２０ ５０６６ ３８５３ ２９９９ ２２５４５６３ １５４１４５６ １４０００ ２２６４７８５ １８４２５３７

　中国科学院 ６ ２１２５ １９１８ １６０９ １１０１８７５ ９３１２９０ ０ １１５５１８９ １０３１７６６

表２－３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

支出

总 计 １８０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９０４２ ６７４５２０１ ３４９２９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３２０ ３９１６６４４

农、林、牧、渔业 ７１ ４４７７ ３０２６ １５９１ １１０２５３１ ８８９１６１ ０ １０１３６８２ ７８５９７１

　农业 ２８ １９５１ １４４５ ６８８ ５６８０４４ ４６４２３０ ０ ４９４６６２ ３７６７５８

　林业 １８ ９４１ ６２１ ３６４ ２０６６００ １５８２５４ ０ １８３７５７ １２５０３４

　畜牧业 ４ ３６０ １５５ ４４ ２１２２８ ９２５３ ０ ２５３５６ １５４９０

　渔业 ７ ６１１ ４０５ ２８９ ２０７３６２ １６９９３６ ０ ２１２５２４ １９８９２２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４ ６１４ ４００ ２０６ ９９２９７ ８７４８８ ０ ９７３８３ ６９７６７

采矿业 １ ８２４ ４０９ ２９０ ３０７０８０ ６１８２８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４８５７ ７９１４２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 ８２４ ４０９ ２９０ ３０７０８０ ６１８２８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４８５７ ７９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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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

支出

制造业 ２０ １４６９ １０９６ ７３０ ５９８０４３ ３３６４９５ ０ ５９４３０５ ４６５５２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３ ５１５ ３４２ １８５ １５３２２１ ９９０３９ ０ １４１０５２ １００５５１
　食品制造业 ２ １３８ １０４ ８６ ４１７５４ ２３０５９ ０ ４４９５１ ２３８３３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 ２１ ７ ３ １６４２ １５０５ ０ １６６９ ８３２
　医药制造业 ５ ４１２ ３７０ ３０２ １８０４３９ １７１５６４ ０ １９２０６２ １９１１１４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 ２４ １７ １１ ６１５８ ５１４４ ０ ６５９６ １０８１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 ７９ ２５ １０ ３９６９４ ７２９８ ０ ４１９１０ ２１４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 ２３２ １８５ １３０ １７１１７２ ２８２１９ ０ １６１９４１ １４３８３６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 １９ １９ ２ １０８５ ０ ０ １１１４ ３５７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 ２７ ２７ １ １７７６ ２０５ ０ １７７６ １７７６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 ２ ０ ０ １１０２ ４６２ ０ １２３４ 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２９６ ２５２ ２１６ １２８０３２ ７３９０４ ０ １１８６２０ １００６６５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２９６ ２５２ ２１６ １２８０３２ ７３９０４ ０ １１８６２０ １００６６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 ７１ ６７ ６１ ２４７９２ １３４９９ ０ ２０５８３ １８５７６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 ５１ ４９ ４９ １９１３６ １０８４９ ０ １４３７２ １４３７２
　水上运输业 １ ２０ １８ １２ ５６５６ ２６５０ ０ ６２１１ ４２０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 ３０４ ２７１ ２０５ ６４６７２ ２８３２６ １０００ ５６２８７ ３２３３２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１ １０９ ９２ ６６ ２７１８３ ８７６１ １０００ ２７３９３ ５８２６
　软件业 ３ １９５ １７９ １３９ ３７４８９ １９５６５ ０ ２８８９４ ２６５０６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５ ６２８０ ５３６９ ３９８９ ２５０５７８４ １４５２３５２ ０ ２４６５４３０ １６８５０９４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１７ １７６２ １６３２ １３１１ ６３８５９２ ５６４５３９ ０ ６８１０９９ ６１１９９７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２５ ４３４７ ３６０５ ２５８０ １８１６５８０ ８６７４１５ ０ １７３４９２０ １０３６１８６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１ １４ ６ １ １８３１ ３３１ ０ ２０３６ １８５７
　地质勘查业 ２ １５７ １２６ ９７ ４８７８１ ２００６７ ０ ４７３７５ ３５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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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

支出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５ １３２９ １０９０ ８６７ ５２６３６４ ２６６３５９ ０ ５２６１２１ ４５６６３２
　水利管理业 ５ ６５１ ５５２ ４３５ ３５０２９０ １９２９４４ ０ ３５０７９６ ３２６０６０
　环境管理业 １０ ６７８ ５３８ ４３２ １７６０７４ ７３４１５ ０ １７５３２５ １３０５７２
教育 ２ ８７ ７９ ６４ ２１１４８ １９１６５ ０ ２１１３０ １６８４１
　教育 ２ ８７ ７９ ６４ ２１１４８ １９１６５ ０ ２１１３０ １６８４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０ １４２７ １２９５ ７７７ １３３０２８０ ２７１１５８ ０ １３２２８３８ １７０５０３
　卫生 １０ １４２７ １２９５ ７７７ １３３０２８０ ２７１１５８ ０ １３２２８３８ １７０５０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 ２３２ １８９ １３９ ６８３１４ ３９６４２ ０ ６９７３０ ５６７８３
　文化艺术业 ３ １４４ １０９ ６９ ４８２２７ ２１６９３ ０ ４７８４８ ４０７４６
　体育 ２ ８８ ８０ ７０ ２００８７ １７９４９ ０ ２１８８２ １６０３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３ １３９ １２６ １１３ ６８１６１ ４１０２８ ０ ５９７３７ ４８５８４
　国家机构 ３ １３９ １２６ １１３ ６８１６１ ４１０２８ ０ ５９７３７ ４８５８４

表２－４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支出

总　计 １８０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９０４２ ６７４５２０１ ３４９２９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３２０ ３９１６６４４
自然科学领域 １７ ２０６２ １７７７ １４００ ８９５０７２ ６８０６９０ ０ ８９５９０７ ７７０９３２
农业科学领域 ７９ ５１４９ ３４８１ １８６４ １４０２４７３ １００７０６３ ０ １２９３７５４ １０２５２５３
医学科学领域 １４ １８８８ １７１１ １１３１ １５１０７９５ ４４３６９０ ０ １５１６７６８ ３６３５８６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４２ ６４８４ ５１５８ ３７８１ ２５７２３８９ １１０６１１６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７７３２ １４４６１０１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２８ １３５２ １１４２ ８６６ ３６４４７２ ２５５３５８ ０ ３５９１５９ ３１０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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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　按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规模分布

项目

机构数

（个）

从业人员

总数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大学本科及

（人） 人员 以上学历

经费收入

总额

（千元）

政府资金

科技活动

贷款

（千元）

经费支出

总额

（千元）

科技经费支出

总　计 １８０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９０４２ ６７４５２０１ ３４９２９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３３２０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１０００人 １ １２１６ １０１１ ６８６ ５０６２７８ ７３５４１ ０ ４５３５０７ ３２７７０
３００ ４９９人 ８ ３８６０ ３０９７ ２２２４ ２４２８６３０ １０１２０９０ １４０００ ２５３６４３４ １０２４７３７
２００ ２９９人 ９ ２５１６ ２１６６ １６１７ ９９１０１５ ６００９２０ ０ ９３３９８２ ７５３７６４
１００ １９９人 ２０ ３２８６ ２６５４ １８０８ １１５３８６１ ７４４４６５ ０ １１４７３８６ ９７１４３３
５０ ９９人 ２９ ２８６６ ２１６０ １４３１ ９７９０２４ ６２３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６００１ ６８５８６１
３０ ４９人 ２３ １２０９ ８４９ ５６０ ２６６７２１ ２０８８０８ ０ ２５１０６８ １９０６２２
２０ ２９人 ２３ ８１４ ５７０ ３０４ １９３０２５ ８９７１９ ０ １７２７０９ １１２０５７
１０ １９人 ４３ ９５８ ６１８ ３６０ ２０７４１２ １２７５３２ ０ １９１０１９ １２９５４９
０ ９人 ２４ ２１０ １４４ ５２ １９２３５ １２８２２ ０ ２１２１４ １５８５１

表３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人员概况 （２００９）
表３－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从业人员总数 单位在职科技

活动人员 女性

外来流动科技活动人员

外聘流动学者
非本单位

在读研究生

离退休人员

总　计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５０２１ ５４３ ２１９９ ９３８８
广州市 １３００７ １０４０４ ４０７１ ４４７ １９４４ ６７９６
韶关市 ２０１ １３３ ３９ ０ ０ １７４
深圳市 ４７２ ４５８ １５８ ７１ ２２７ ３８
珠海市 ２１４ １４３ ５８ ０ ０ １３４
汕头市 ６８９ ４９８ １８２ ０ ６ ４１７
佛山市 １６９ １３６ ４５ ０ ０ ２１１
江门市 ５８ ４８ １４ ０ 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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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从业人员总数 单位在职科技

活动人员 女性

外来流动科技活动人员

外聘流动学者
非本单位

在读研究生

离退休人员

湛江市 ６９２ ４１５ １３７ １０ １５ ６８７
茂名市 １５４ １０４ ２４ ４ ０ １２８
肇庆市 １３２ ９８ ２５ ０ ０ １０７
惠州市 ３２７ １９２ ５５ ２ １ １１９
梅州市 ２０８ １６８ ６１ ７ １ １０９
汕尾市 １８ １８ ２ ０ ０ ５
河源市 ２３ ２１ ６ １ ５ ０
阳江市 ６９ ４５ １３ ０ ０ ２８
清远市 ４ ３ １ ０ ０ ３
东莞市 １７５ １５６ ４５ １ ０ ５６
中山市 １００ ６４ ２６ ０ ０ １８９
潮州市 １００ ９３ ４０ ０ ０ ４４
揭阳市 ９９ ５６ １４ ０ ０ ５８
云浮市 ２４ １６ ５ ０ ０ ５０

表３－２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

项目 从业人员总数 单位在职科技

活动人员 女性

外来流动科技活动人员

外聘流动学者
非本单位

在读研究生

离退休人员

总　计 １６９３５ １３２６９ ５０２１ ５４３ ２１９９ ９３８８
地方部门属 １１８６９ ９４１６ ３７１３ １６４ ２９７ ６０８５
　省级部门属 ５７０２ ４７１２ ２０２６ １１４ ２３８ ２８２２
　副省级城市属 ３１５９ ２５１１ ９６６ ３５ ４６ １２０４
　地市级部门属 ３００８ ２１９３ ７２１ １５ １３ ２０５９
中央部门属 ５０６６ ３８５３ １３０８ ３７９ １９０２ ３３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１２５ １９１８ ６７０ ３０５ １６３４ １１５３



５１７
　　

表４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人员工作性质分类 （２００９）
表４－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单位在职科技活动人员
科技管理 课题活动 科技服务

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其他人员

总　计 １３２６９ １９８７ ８７２６ ２５５６ １６８５ １９８１

广州市 １０４０４ １４５２ ７０９９ １８５３ １０６０ １５４３

韶关市 １３３ ３３ ６９ ３１ ４８ ２０

深圳市 ４５８ ５８ ３３２ ６８ ５ ９

珠海市 １４３ １６ ５１ ７６ １０ ６１

汕头市 ４９８ １０２ ２４５ １５１ １２９ ６２

佛山市 １３６ ３１ ５５ ５０ １７ １６

江门市 ４８ １０ ３３ ５ ６ ４

湛江市 ４１５ ５９ ２４７ １０９ １８９ ８８

茂名市 １０４ ２３ ５３ ２８ ２９ ２１

肇庆市 ９８ ２２ ６２ １４ １５ １９

惠州市 １９２ ５０ １１７ ２５ ８４ ５１

梅州市 １６８ ２２ １２８ １８ １０ ３０

汕尾市 １８ ８ ２ ８ ０ ０

河源市 ２１ ５ ３ １３ ０ ２

阳江市 ４５ ９ ２５ １１ ９ １５

清远市 ３ １ ０ ２ ０ １

东莞市 １５６ ５２ ６９ ３５ １３ ６

中山市 ６４ １４ ４６ ４ １９ １７

潮州市 ９３ １０ ６０ ２３ ０ ７

揭阳市 ５６ ７ ２４ ２５ ３６ ７

云浮市 １６ ３ ６ ７ ６ ２



５１８
　　

附
　
录

表４－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

项目 单位在职科技活动人员
科技管理 课题活动 科技服务

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其他人员

总　计 １３２６９ １９８７ ８７２６ ２５５６ １６８５ １９８１

地方部门属 ９４１６ １５０２ ５９２５ １９８９ １０５１ １４０２

　省级部门属 ４７１２ ７３１ ２９９０ ９９１ ４０６ ５８４

　副省级城市属 ２５１１ ３３０ １７８１ ４００ １８３ ４６５

　地市级部门属 ２１９３ ４４１ １１５４ ５９８ ４６２ ３５３

中央部门属 ３８５３ ４８５ ２８０１ ５６７ ６３４ ５７９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１８ ２４７ １３３４ ３３７ ９ １９８

表４－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单位在职科技活动人员
科技管理 课题活动 科技服务

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其他人员

总　计 １３２６９ １９８７ ８７２６ ２５５６ １６８５ １９８１

自然科学领域 １７７７ ２６９ １１５８ ３５０ ６５ ２２０

农业科学领域 ３４８１ ５９７ ２１８３ ７０１ ９３３ ７３５

医学科学领域 １７１１ １９３ １０３６ ４８２ １６ １６１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５１５８ ６４６ ３７１３ ７９９ ５９２ ７３４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１１４２ ２８２ ６３６ ２２４ ７９ １３１



５１９
　　

表５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人员年龄结构 （２００９） 单位：人

项目 合计
＜３０岁 ３０ ３４岁 ３５ ３９岁 ４０ ４４岁 ４５ ４９岁 ５０ ５４岁 ５５ ５９岁 ≥６０岁

从业人员 １６９３５ ３５６５ ２８３７ ２７９４ ２６５９ ２５０６ １４４９ ８２３ ３０２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１３２６９ ３１９７ ２４５９ ２２３１ １９９０ １８２９ １００４ ５１５ ４４

　　高级 ３２７７ １５ ２６５ ６２７ ８２２ ８９４ ４２９ １９７ ２８

　　中级 ４０７２ ６７９ １１４５ ８１８ ６００ ３９９ ２７０ １５６ ５

　　初级 ３３０４ １５１６ ７３１ ４０６ ２３８ ２３１ １２３ ５７ ２

　　其他 ２６１６ ９８７ ３１８ ３８０ ３３０ ３０５ １８２ １０５ ９

　　博士 １３１１ ２１６ ３８８ ２５４ ２１８ １８５ ３８ １１ １

表６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科技活动人员的资历和文化程度 （２００９）
表６－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人员

学历 职称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大专毕业 其他 高级 中级 其他

总　计 １３２６９ １３１１ ２８５８ ４８７３ ２５３８ １６８９ ３２６６ ４１５０ ５８５３

广州市 １０４０４ １１３７ ２４４３ ４０３６ １７７９ １００９ ２９０９ ３３１１ ４１８４

韶关市 １３３ ０ ２ ２７ ５０ ５４ １４ ４１ ７８

深圳市 ４５８ １３４ ２２４ ７３ ２２ ５ ６５ １１０ ２８３

珠海市 １４３ ７ １６ ４８ ３１ ４１ ２６ ４０ ７７

汕头市 ４９８ ０ ６ １５９ １４７ １８６ ５８ ８８ ３５２

佛山市 １３６ ０ ２７ ４２ ２５ ４２ ２０ ４９ ６７

江门市 ４８ ０ ５ ３０ ６ ７ ７ ２０ ２１

湛江市 ４１５ １７ ６２ １１８ １４６ ７２ ６０ ２１８ １３７

茂名市 １０４ １ ４ ３４ ４４ ２１ １５ ４５ ４４

肇庆市 ９８ ０ ５ ３５ ３０ ２８ ５ ３２ ６１

惠州市 １９２ ２ １７ ６３ ５７ ５３ １１ ３７ １４４



５２０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人员

学历 职称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大专毕业 其他 高级 中级 其他

梅州市 １６８ ０ １５ ５１ ６５ ３７ ２８ ４３ ９７

汕尾市 １８ ０ ０ ５ ８ ５ ０ ６ １２

河源市 ２１ ０ ０ ５ ５ １１ １ ４ １６

阳江市 ４５ ０ １ ８ ２７ ９ ３ ２２ ２０

清远市 ３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３

东莞市 １５６ １２ ２６ ７０ ３１ １７ ２４ ２４ １０８

中山市 ６４ １ ５ ４６ ９ ３ ９ ２７ ２８

潮州市 ９３ ０ ０ １１ ２０ ６２ ８ １３ ７２

揭阳市 ５６ ０ ０ ９ ３３ １４ ２ １８ ３６

云浮市 １６ ０ ０ ３ ２ １１ １ ２ １３

表６－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

项目

单位在职

科技活动

人员

学历 职称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大专毕业 其他 高级 中级 其他

总　计 １３２６９ １３１１ ２８５８ ４８７３ ２５３８ １６８９ ３２６６ ４１５０ ５８５３

地方部门属 ９４１６ ４５１ １８１０ ３７８２ ２１５６ １２１７ ２０９２ ２９０５ ４４１９

　省级部门属 ４７１２ ３３７ １０５８ １９３９ ８９１ ４８７ １２９０ １４０１ ２０２１

　副省级城市属 ２５１１ ９１ ６１５ １１４０ ５５１ １１４ ５４４ ８５９ １１０８

　地市级部门属 ２１９３ ２３ １３７ ７０３ ７１４ ６１６ ２５８ ６４５ １２９０

中央部门属 ３８５３ ８６０ １０４８ １０９１ ３８２ ４７２ １１７４ １２４５ １４３４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１８ ６５４ ５３８ ４１７ １３４ １７５ ５９５ ５５２ ７７１



５２１
　　

表７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经费收入 （２００９）
表７－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总　计 ４３１７６５１ ３２６２８１１１６９３７６６ ７３３４９６ １６１３４１１０５４８４０ ９８６２０７ ２１７４ １５３４８７１ ８９２６７９

广州市 ３５９２８３６ ２５７２２０７１３４００４２ ６４４４４２ １１８１４０１０２０６２９ ９６３２１９ ２１７４ １４７７９５５ ８２１４０１

韶关市 １４５２３ １１４５２ ６７１２ ３５３３ ５７８ ３０７１ １５７１ ０ １１６９ ４９１４

深圳市 ２８７６３６ ２７９７９７ １１０５８４ １９００ ２５４２０ ７８３９ ７８３９ ０ ０ ３５２４

珠海市 ２５９１７ ２５９１７ １０１６６ ６３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５１５０ ３０８９

汕头市 ３５９５８ ２８５４９ ２４１４９ ４２９０ １１０ ７４０９ ７４０９ ０ ２４２５７ ５２２２

佛山市 ３４１２６ ３３７７７ ２８８５６ ６００ ０ ３４９ ３３３ ０ ４８０ １７１２

江门市 ８７１０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５ ６３０ ８４７ ６３２ ６３２ ０ １５４３ １４１９

湛江市 １３５４３６ １２６６４７ ７７４５７ ３６１６４ ７４１ ８７８９ ７５４ ０ ７９５４ １４２７０

茂名市 １１３１８ １１０７１ ７４３４ ２２５３ ３２０ ２４７ ２４７ ０ １５８ ８０６４

肇庆市 １３５４２ １３４９８ ７５４５ ２６０１ ２６１６ ４４ ０ ０ ４３６９ １７０３

惠州市 ２２９３４ ２０６９３ １５３１６ ３３６２ １４５０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０ ２３００ ２８６４

梅州市 ２０１１３ １８６９６ ８５９８ ２６４０ ６０５６ １４１７ ２３４ ０ ２０６ ９９９

汕尾市 ９３３ ７６８ ７６８ ０ ０ １６５ ０ ０ ０ １４９

河源市 ６９０ ６９０ ４００ ０ ２９０ ０ ０ ０ １８５９ ３３０

阳江市 ６８１０ ５２５４ ３１４５ ２０８４ ０ １５５６ １５５６ ０ １５８ ２８９

清远市 １０８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８８ ８８ ０ ５ １

东莞市 ４６５２４ ４６５２４ １３７５８ １１２１６ ３７５３ ０ ０ ０ ６５１６ ７６５６

中山市 ４６０１８ ４６０１８ ２２６０９ ９６８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３９３２

潮州市 ８６５９ ８６５９ ７１８３ ８３０ ６４６ ０ ０ ０ ０ ７４５

揭阳市 ３０３０ ３０３０ ２４７７ ５５３ ０ ０ ０ ０ ４１０ ２７

云浮市 １８３０ １４６６ ６９２ ４００ ３７４ ３６４ ８４ ０ ３６２ ３６９



５２２
　　

附
　
录

表７－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总　计 ４３１７６５１ ３２６２８１１１６９３７６６ ７３３４９６ １６１３４１１０５４８４０ ９８６２０７ ２１７４ １５３４８７１ ８９２６７９

地方部门属 ２４４４８６７ １８００５３７１０２９３２６ ４１３８７２ ６４０７３ ６４４３３０ ６２９０５０ １７９３ １４９２１７４ ５５３５９７

　省级部门属 １５９０６５９ １０６３７６６ ４９９９１０ ３０３５２９ ２６３６９ ５２６８９３ ５１６８８４ １５７９ ９２７８０１ ４３５６３７

　副省级城市属 ５３９０１４ ４４０９６６ ３５３４８６ ５８０５６ ２０５６３ ９８０４８ ９７７７１ ２１４ ５１３５２６ ６１５４４

　地市级部门属 ３１５１９４ ２９５８０５ １７５９３０ ５２２８７ １７１４１ １９３８９ １４３９５ ０ ５０８４７ ５６４１６

中央部门属 １８７２７８４ １４６２２７４ ６６４４４０ ３１９６２４ ９７２６８ ４１０５１０ ３５７１５７ ３８１ ４２６９７ ３３９０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１０４７９６９ ８９６７７２ ４３９９１２ １２７８３１ ９５５７２ １５１１９７ １０４２４０ ３８１ ９９１５ ４３９９１

表７－３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总　计 ４３１７６５１ ３２６２８１１１６９３７６６ ７３３４９６ １６１３４１１０５４８４０ ９８６２０７ ２１７４ １５３４８７１ ８９２６７９

农、林、牧、渔业 ９０９３６５ ８３７６０８ ３３４９７３ ３１６０３７ ３７０５４ ７１７５７ ６３１６０ ６８３ ９０３４１ １０２８２５

　农业 ４６４６０３ ４３１３９５ １３８３２６ １９３５１０ ２８３４０ ３３２０８ ２８４９４ ６９ ５０７１３ ５２７２８

　林业 １５７１１９ １４５７６１ ８６１１８ ３２７６６ ６５７０ １１３５８ ７４７５ ６１４ １２８０７ ３６６７４

　畜牧业 ９７１１ ９１１１ ６６１９ ６５０ ２４５ ６００ ６００ ０ １０９１４ ６０３

　渔业 １９１２０５ １６９７５３ ６８１４３ ５６４２８ ０ ２１４５２ ２１４５２ ０ １１０７６ ５０８１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８６７２７ ８１５８８ ３５７６７ ３２６８３ １８９９ ５１３９ ５１３９ ０ ４８３１ ７７３９

采矿业 ６５１４３ ３７６２６ １１５１４ ２６０５６ ５６ ２７５１７ ２７５１７ ０ ０ ２４１９３７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６５１４３ ３７６２６ １１５１４ ２６０５６ ５６ ２７５１７ ２７５１７ ０ ０ ２４１９３７

制造业 ４６５５４１ ２９８５５５ １２３１７３ ６４２２２ ２４３５０ １６６９８６ １６２４３７ ０ ６４４７３ ６８０２９



５２３
　　

　　 （续上表）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０４９５ ８２４１２ ４９２２２ １７３４２ ０ １８０８３ １６３１８ ０ １４２２３ ３８５０３

　食品制造业 ２７２６１ １７８５１ ９４９０ ８３６１ ０ ９４１０ ９４１０ ０ ５００５ ９４８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５９４ １５０５ １５０５ ０ ０ ８９ ８９ ０ ４８ 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７７６８４ １７１２６５ ５２９９９ ２４７２６ ２３８００ ６４１９ ６３５８ ０ ５９０ ２１６５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１４ ３８３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９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３９６ ５４９８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５３６５９ ２２２１２ ７６５２ １３７９３ ４４５ １３１４４７ １２８７２４ ０ １００４５ ７４６８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２６ ５５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７４３ ２０５ １００ ０ １０５ １５３８ １５３８ ０ ０ ３３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２６ ４７６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０４２７ ６８５３２ ４１１９４ １４３７０ １２３５６ ５１８９５ １５３００ １６ ２０９１ ５５１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０４２７ ６８５３２ ４１１９４ １４３７０ １２３５６ ５１８９５ １５３００ １６ ２０９１ ５５１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０６２０ １１９６７ ７８６２ ４１０５ ０ ８６５３ ８６５３ ０ ０ ４１７２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１８０９２ １０８４９ ７５６２ ３２８７ ０ ７２４３ ７２４３ ０ ０ １０４４

　水上运输业 ２５２８ １１１８ ３００ ８１８ 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０ ０ ３１２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５５０３ ２７３３６ ２１３３１ ６００５ ０ １８１６７ １８１６７ ０ １７６０７ １５６２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１０１６６ ８７６１ ２８３６ ５９２５ ０ １４０５ １４０５ ０ １７００９ ８

　软件业 ３５３３７ １８５７５ １８４９５ ８０ ０ １６７６２ １６７６２ ０ ５９８ １５５４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７６０１２２ １３８７０５６ ７９０９７２ ２７１０５５ ６３２８９ ３７３０６６ ３５７８１１ ５７９ ６５０１８６ ９５４７６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６０１３２２ ５４７６９０ ２５９０９２ ８２８００ ２７８１２ ５３６３２ ４０３９２ ２１４ ９０６１ ２８２０９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１１３９１４５ ８２１２１１ ５１３７２５ １８８２５５ ３５４７７ ３１７９３４ ３１７４１９ ３６５ ６１２４１１ ６５０２４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１８３１ ３３１ ３３１ ０ ０ １５００ ０ ０ ０ ０

　地质勘查业 １７８２４ １７８２４ １７８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７１４ ２２４３



５２４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６９０８５ ２５３３７１ ５７４０９ ２０９６８ ２５９０ ２１５７１４ ２１２８８８ １７０ ３６５４７ ２０７３２
　水利管理业 ３４７９７３ １９０７４５ ３０５４３ １１０９ ２３００ １５７２２８ １５４５７２ ０ ０ ２３１７
　环境管理业 １２１１１２ ６２６２６ ２６８６６ １９８５９ ２９０ ５８４８６ ５８３１６ １７０ ３６５４７ １８４１５
教育 １７８５９ １７８５９ １７６３９ ２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２０ １７６９
　教育 １７８５９ １７８５９ １７６３９ ２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２０ １７６９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３２２９１ ２４６８２７ ２３８１８６ ７７９１ ５５０ ８５４６４ ８４７３８ ７２６ ６５４９５５ ３４３０３４
　卫生 ３３２２９１ ２４６８２７ ２３８１８６ ７７９１ ５５０ ８５４６４ ８４７３８ ７２６ ６５４９５５ ３４３０３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５８９８ ３５０４６ ２５６４５ ２６６７ ３９３６ ２０８５２ ２０７６７ ０ ４８４８ ７５６８
　文化艺术业 ３９５８０ １８７２８ １６９１１ １８１７ ０ ２０８５２ ２０７６７ ０ ４８４８ ３７９９
　体育 １６３１８ １６３１８ ８７３４ ８５０ ３９３６ ０ ０ ０ ０ ３７６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５７９７ ４１０２８ ２３８６８ ０ １７１６０ １４７６９ １４７６９ ０ １２３０３ ６１
　国家机构 ５５７９７ ４１０２８ ２３８６８ ０ １７１６０ １４７６９ １４７６９ ０ １２３０３ ６１

表７－４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活动

收入 政府资金
财政拨款

承担政府

科研项目收入
其他

非政府

资金
技术性

收入
国外资金

生产经营

活动收入
其他收入

总　计 ４３１７６５１ ３２６２８１１１６９３７６６ ７３３４９６ １６１３４１１０５４８４０ ９８６２０７ ２１７４ １５３４８７１ ８９２６７９
自然科学领域 ７８７６９９ ６３５３００ ３５５９９５ １６０５８６ ５１１５６ １５２３９９ １４１９１５ ３６５ ４７６６９ ５９７０４
农业科学领域 １１６８６８６ ９４４００９ ４０５０３１ ３３６８８４ ３７７４９ ２２４６７７ ２１１３９４ ８５３ １１６９７９ １１６８０８
医学科学领域 ５１１４４５ ４１９３４１ ２９１７３２ ３１１３７ ２６２７２ ９２１０４ ９１０４０ ９４０ ６５４９８９ ３４４３６１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１５３７２５７ １０３１５３６ ４８５６４０ １３９７１２ ４１０３５ ５０５７２１ ４６４９７０ １６ ６９３８４１ ３４１２９１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３１２５６４ ２３２６２５ １５５３６８ ６５１７７ ５１２９ ７９９３９ ７６８８８ ０ ２１３９３ ３０５１５



５２５
　　

表８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经费支出 （２００９）
表８－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科技经费

日常支出 人员劳务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日常支出

科研基建

支出

生产经营

支出
其他支出

总　计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３１１１００７ ９８９７１８ ４１５６３５ １７０５６５４ ８０５６３７ １４３５０２５ １１７３５７６

广州市 ３２２５５３０ ２６２９１１５ ７８９２４６ ３２８１３１ １５１１７３８ ５９６４１５ １３８２３３０ １１１２１６８

韶关市 １６５０４ １５３４５ ７２５７ ２８３７ ５２５１ １１５９ ２５１ ７０６５

深圳市 ２９０５４７ １４８６５４ ５９２０４ ４５５６４ ４３８８６ １４１８９３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珠海市 ２８２０８ １８６６８ ７０２９ １２４３ １０３９６ ９５４０ ４１０７ ６０２

汕头市 ３７８７４ ３７５９９ １９６４８ ３１８４ １４７６７ ２７５ １４１０５ １０８４１

佛山市 ２０５４６ １６２２５ ９４８０ ８９０ ５８５５ ４３２１ ２１０ ９１６３

江门市 ７９６９ ７２２３ ４２７８ ３０１ ２６４４ ７４６ ２９３ ９５１

湛江市 １３０３４１ １１７５２２ ３５８７０ １６３６６ ６５２８６ １２８１９ ７９２０ １７７０

茂名市 １３８２２ １２０５８ ７１２４ ９８ ４８３６ １７６４ ３１８５ ２３４１

肇庆市 １４２２８ １２６９２ ８１５４ １５４２ ２９９６ １５３６ １０７６ １９８１

惠州市 ２１８７９ ２０５９６ １１１３３ １９５１ ７５１２ １２８３ １５００ ４５４８

梅州市 １２３８９ １００９７ ５４４３ ８３６ ３８１８ ２２９２ １６３１ ４０６７

汕尾市 ６７３ ６７３ ５７９ ２０ ７４ ０ ２００ ２００

河源市 １１６２ １１６２ ８５５ ３０７ ０ ０ ３８６ ９１６

阳江市 ２２１０ ２１８５ １５３５ ４６０ １９０ ２５ ６８０ ３５６８

清远市 ２３３ ２３３ ２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６３

东莞市 ３９８４２ ２１９９５ １０１１７ ２３８７ ９４９１ １７８４７ １１３９０ ０

中山市 ４００４６ ２６３２４ ６３１７ ７３６１ １２６４６ １３７２２ ０ ９７８０

潮州市 ８２３４ ８２３４ ３８３０ １９２４ ２４８０ ０ ０ ９２６

揭阳市 ２１４０ ２１４０ １１０１ ２０ １０１９ ０ ７５２ ４７９

云浮市 ２２６７ ２２６７ １２８５ ２１３ ７６９ ０ ９ １４７



５２６
　　

附
　
录

表８－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科技经费

日常支出 人员劳务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日常支出

科研基建

支出

生产经营

支出
其他支出

总　计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３１１１００７ ９８９７１８ ４１５６３５ １７０５６５４ ８０５６３７ １４３５０２５ １１７３５７６

地方部门属 ２０７４１０７ １７３３３２０ ５６５３３３ ２２３２０８ ９４４７７９ ３４０７８７ １３８６２５８ ８３８０９５

　省级部门属 １３３１８４９ １０６６８８７ ３１２５７９ １０２８０７ ６５１５０１ ２６４９６２ ８９０８８０ ６４４２０８

　副省级城市属 ４５６７２３ ４３５４０８ １３７３７１ ９３９４７ ２０４０９０ ２１３１５ ４５４６８９ １３４４７９

　地市级部门属 ２８５５３５ ２３１０２５ １１５３８３ ２６４５４ ８９１８８ ５４５１０ ４０６８９ ５９４０８

中央部门属 １８４２５３７ １３７７６８７ ４２４３８５ １９２４２７ ７６０８７５ ４６４８５０ ４８７６７ ３３５４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１０３１７６６ ７１６３１１ ２２０６１９ １０９０７７ ３８６６１５ ３１５４５５ ９７９０ ７５６３３

表８－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科技经费

日常支出 人员劳务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日常支出

科研基建

支出

生产经营

支出
其他支出

总　计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３１１１００７ ９８９７１８ ４１５６３５ １７０５６５４ ８０５６３７ １４３５０２５ １１７３５７６

自然科学领域 ７７０９３２ ６７３０４８ １８５８０２ ７１４２５ ４１５８２１ ９７８８４ ２７８２０ ９７１５５

农业科学领域 １０２５２５３ ８５１１４９ ２４３７９１ ９５９５９ ５１１３９９ １７４１０４ １１７０３１ １４３８４２

医学科学领域 ３６３５８６ ２７０６９７ １０４９８９ ２１１０３ １４４６０５ ９２８８９ ６５３１６９ ４９９８５３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１４４６１０１ １０１２６３１ ３４１１３４ ２０３５１８ ４６７９７９ ４３３４７０ ６１６０３８ ４０５３０６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３１０７７２ ３０３４８２ １１４００２ ２３６３０ １６５８５０ ７２９０ ２０９６７ ２７４２０



５２７
　　

表８－４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科技经费

日常支出 人员劳务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日常支出

科研基建

支出

生产经营

支出
其他支出

总　计 ３９１６６４４ ３１１１００７ ９８９７１８ ４１５６３５ １７０５６５４ ８０５６３７ １４３５０２５ １１７３５７６

农、林、牧、渔业 ７８５９７１ ６２７２０２ １９９９４８ ８２６１６ ３４４６３８ １５８７６９ ９１４９１ １２８６１９

　农业 ３７６７５８ ３００８７５ １００９１３ ３２５８０ １６７３８２ ７５８８３ ４２２０９ ７４８４３

　林业 １２５０３４ １０３９２７ ４１６８０ １２２２６ ５００２１ ２１１０７ ２６２４３ ２６７７１

　畜牧业 １５４９０ １１６０８ ５３８４ ２２２５ ３９９９ ３８８２ ７０３７ １８２９

　渔业 １９８９２２ １５２３６４ ３６５１３ ２８６４８ ８７２０３ ４６５５８ １１１４３ ２４５９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６９７６７ ５８４２８ １５４５８ ６９３７ ３６０３３ １１３３９ ４８５９ ２２７１７

采矿业 ７９１４２ ７９１４２ ２９４４８ １４３３２ ３５３６２ ０ ０ ２２５７１５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７９１４２ ７９１４２ ２９４４８ １４３３２ ３５３６２ ０ ０ ２２５７１５

制造业 ４６５５２１ ３５８８７６ ８０１６２ ２９７２１ ２４８９９３ １０６６４５ ６５３９４ ６１４１４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０５５１ ８４１６９ ２０６５５ １１９４６ ５１５６８ １６３８２ １６１７０ ２４３３１

　食品制造业 ２３８３３ ２３８３３ ４７２７ ８２３９ １０８６７ ０ ４７７８ １６３４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８３２ ８３２ ７３１ １２ ８９ ０ ２０ ８１７

　医药制造业 １９１１１４ １０２４１４ ３１０５３ ７３３１ ６４０３０ ８８７００ ４７０ ４７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０８１ １０８１ ７２０ ０ ３６１ ０ １２０１ ４３１４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１４１ ９００ ９００ ０ ０ １２４１ ３１４９５ ６２９８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４３８３６ １４３５１４ ２００７７ ２１９３ １２１２４４ ３２２ １００４５ ８０６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４５ ０ １２ ０ ７１７ ４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７７６ １７７６ ９５４ ０ ８２２ ０ ０ 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９８ ７３６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０６６５ ６６７９８ ２２５５２ ５２２３ ３９０２３ ３３８６７ ２０９１ １５８６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０６６５ ６６７９８ ２２５５２ ５２２３ ３９０２３ ３３８６７ ２０９１ １５８６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８５７６ １８５７６ ９１５１ ８９０ ８５３５ ０ ０ ２００７



５２８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科技经费

内部支出
科技经费

日常支出 人员劳务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日常支出

科研基建

支出

生产经营

支出
其他支出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１４３７２ １４３７２ ６７１１ ６５６ ７００５ ０ ０ ０

　水上运输业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２４４０ ２３４ １５３０ ０ ０ ２００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２３３２ ３２３３２ ６６９２ ２８２２ ２２８１８ ０ １４３５１ ９６０４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５８２６ ５８２６ １８１５ ２４２２ １５８９ ０ １３６０１ ７９６６

　软件业 ２６５０６ ２６５０６ ４８７７ ４００ ２１２２９ ０ ７５０ １６３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６８５０９４ １３６９２０１ ４３５８９６ ２５０４１１ ６８２８９４ ３１５８９３ ５４６７０９ １９５１５６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６１１９９７ ４３０９６１ １５９７０５ ６９３７９ ２０１８７７ １８１０３６ ９３９２ ２１５５０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１０３６１８６ ９０１３２９ ２６９２１１ １８０９５５ ４５１１６３ １３４８５７ ５２７２３９ １７１１８４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７ ４８５ ０ １３７２ ０ ０ １７９

　地质勘查业 ３５０５４ ３５０５４ ６４９５ ７７ ２８４８２ ０ １００７８ ２２４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５６６３２ ２７１０９８ ９４２５９ １０６４９ １６６１９０ １８５５３４ ４４０５１ ２５４１１

　水利管理业 ３２６０６０ １５６８３７ ５８２８０ ３９１６ ９４６４１ １６９２２３ ９２２５ １５４８４

　环境管理业 １３０５７２ １１４２６１ ３５９７９ ６７３３ ７１５４９ １６３１１ ３４８２６ ９９２７

教育 １６８４１ １６８４１ １２９７５ ６２４ ３２４２ ０ ２５２０ １７６９

　教育 １６８４１ １６８４１ １２９７５ ６２４ ３２４２ ０ ２５２０ １７６９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７０５０３ １６８３７２ ７３８７０ １３０２５ ８１４７７ ２１３１ ６５２８２９ ４９９５０６

　卫生 １７０５０３ １６８３７２ ７３８７０ １３０２５ ８１４７７ ２１３１ ６５２８２９ ４９９５０６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６７８３ ５３９８５ １４６３３ ４６７９ ３４６７３ ２７９８ ４８０８ ８１３９

　文化艺术业 ４０７４６ ４０７４６ １００３５ ２４１１ ２８３００ ０ ４８０８ ２２９４

　体育 １６０３７ １３２３９ ４５９８ ２２６８ ６３７３ ２７９８ ０ ５８４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８５８４ ４８５８４ １０１３２ ６４３ ３７８０９ ０ １０７８１ ３７２

　国家机构 ４８５８４ ４８５８４ １０１３２ ６４３ ３７８０９ ０ １０７８１ ３７２



５２９
　　

表９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课题概况 （２００９）
表９－１　按地域分布

项目

课题数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

投入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广州市 ４５６６ ２８３８ １２５２８６１ ７１２３５７ ６４９２０４ ７０６２ ４５８３ ２８７ ８７１

韶关市 ４７ ０ ５６１９ ３７１９ ０ ７６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５ ５ ６３０ ３１５ ６３０ １６ １６ １ ０

珠海市 ２４ ６ ５１７１ ５１７１ ４２０ １３１ ２２ ０ ０

汕头市 ７２ ９ ７７１０ ４４７１ １４４３ ２１４ ３１ ０ ６

佛山市 ２０ １５ ６９３８ ６０１１ ５７６１ ７７ ６３ ０ ０

江门市 ６ ０ １０７０ １０６０ ０ ３７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１０８ ２２ １９４０３ １２４８７ ４８４０ ２４４ ５５ ４ １３

茂名市 ２５ ７ ５１１０ ３４３０ ２９６８ ６０ ２５ １ ０

肇庆市 ３２ １ ５３７９ ３０２７ ３００ ７０ ４ ０ ０

惠州市 ４１ ３３ ７４１３ ６４３１ ６１３４ １２１ ９８ ０ ０

梅州市 ３２ １８ ５５３１ ４１０７ ２２００ １７０ ８１ ７ １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１ ０ １４ ０ ０ １４ ０ ０ ５

阳江市 ２２ ８ １２２０ １１９０ ５６４ ２９ １２ ０ ０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４４ ３５ １１５０１ ４８０６ ９６９０ １４０ １１３ ０ ０

中山市 １０ ２ １４３２７ １３７７７ １００ ２９ １０ ０ ０

潮州市 １４ ０ ８９８ ７４８ ０ ４５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１１ １ １０３５ ８５５ ８０ ２５ ３ ０ ０

云浮市 ４ ３ ６１０ ２５０ ３１０ １６ ８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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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９－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项目

课题数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

投入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地方部门属 ２７８８ １３８２ ６１８３２２ ３３１６１０ ２４６３３８ ５３５４ ２９０４ ８５ １５３

　省级部门属 ２０４１ １０９２ ４５２３６０ ２１１９７８ １９２０９７ ２９０６ １８４１ ５７ １２８

　副省级城市属 ３１６ １５１ ８３１２１ ５８５４４ ２３４４５ １１１６ ５８７ ２０ １３

　地市级部门属 ４３１ １３９ ８２８４２ ６１０８８ ３０７９６ １３３２ ４７６ ８ １２

中央部门属 ２２９６ １６２１ ７３４１１７ ４５２６０３ ４３８３０６ ３２２３ ２２２０ ２１５ ７４３

　中国科学院 １２４０ １１４０ ３４７６４０ ２４７２８８ ２９１１７１ １５１５ １３４２ １８７ ５４０

表９－３　按课题活动类型分布

项目

课题数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

投入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合　计 ５０８４ ２４０５ ２０１０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８５７７ ４４７４ ３００ ８９６

基础研究 ８４３ ２８２ ２１７ １７６５３１ １４２０９７ １０５１ ５７０ ９８ ３２１

应用研究 １２６０ ５２２ ４１５ ２５８２０９ １８９０２３ ２１６７ １１７８ ７０ ３１１

试验发展 ９００ ３４７ ３１６ ２４９９０４ １８４６２２ １９０６ １０９０ ４６ １２９

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５８８ ２８６ ２２０ ２０４５６４ ７３９２５ １１６３ ５８１ ２２ ６１

科技服务 １４９３ ９６８ ８４２ ４６３２３２ １９４５４５ ２２８９ １０５５ ６３ ７５



５３１
　　

表９－４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农、林、牧、渔业 １３２７ ６９８ ２４１０４５ ２０４６２８ １１７１９８ ２３９７ １１７６ ６７ １９１

　农业 ５７０ ２８２ １０８０２６ ８６９９８ ６２０２４ １００２ ４９３ ２８ ２３

　林业 ２９０ １６７ ４７２０４ ４０９８９ １９６５６ ５４３ ２９２ ２１ ３１

　畜牧业 ２８ １１ ２０４６ ８２６ ３０７ ８７ １６ ０ ０

　渔业 ２５３ １５６ ６３５５０ ６０３０４ ３０９４６ ４４６ ２６８ １３ １２６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８６ ８２ ２０２２０ １５５１１ ４２６６ ３１９ １０７ ５ １１

采矿业 １９６ １３３ ７９１４２ ４９０２６ ５４３４５ ４０９ ３１１ ０ ０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９６ １３３ ７９１４２ ４９０２６ ５４３４５ ４０９ ３１１ ０ ０

制造业 ３３３ ２６０ ２１０６６７ ８３９５９ １０８３１２ ５９２ ３９２ １６ ７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６８ ４６ ２９４６７ ２８５３０ １９６５２ １４６ ９２ ０ １１

　食品制造业 ９１ ８４ ２３５７６ １１５４２ １９５２１ ９１ ８４ ０ １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 １ ９４ ９４ ９４ ７ ７ ０ 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２５ １１４ ６２２５１ ３７６２５ ６１１６５ １９２ １６１ １６ ５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４ ３ ７５０ ６４０ ５５０ １３ ９ ０ 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 ０ １８４０ ８０ ０ ７ ０ ０ 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０ １２ ９２３８９ ５３４９ ７３３０ １３０ ３９ ０ １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１ 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６ ０ ０ 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５ １６８ ４５７５６ ３４６７７ ３６２９１ ３０２ ２３４ ４４ １０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５ １６８ ４５７５６ ３４６７７ ３６２９１ ３０２ ２３４ ４４ １００



５３２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４ ３ １５４１１ ６１７３ ３２６９ ６５ １４ ０ ０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９ ０ １１２０７ ５４４２ ０ ４７ ０ ０ ０

　水上运输业 ５ ３ ４２０４ ７３１ ３２６９ １８ １４ ０ 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９９ ３９ ８１１４ ２２１９ ２４８９ ２１１ ５４ ３ ２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６６ ２９ ５６８９ １５７４ ２０６３ ８１ ３５ ３ ２

　软件业 ３３ １０ ２４２５ ６４５ ４２６ １３１ １９ ０ 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８１９ １２３１ ５３８５６８ ３３８１６６ ２９１５８１ ２９８７ ２０２２ １６０ ４５５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４３３ ３２３ ９３１８８ ６２７９３ ６５５２４ ８２６ ６６３ ４０ １１６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１３８２ ９０８ ４４３２４１ ２７３４３４ ２２６０５７ ２１２９ １３５９ １２０ ３３９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１ 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２ ０ ０ ０

　地质勘查业 ３ ０ １８３９ １８３９ ０ ３０ ０ ０ 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０２ １６３ １６２１２４ ３５９１８ ２９２１９ ８１８ ２６７ ２ ４９

　水利管理业 １５８ １７ １０６３８４ ８７３５ １１８３９ ４０６ ４７ ０ ０

　环境管理业 ２４４ １４６ ５５７３９ ２７１８３ １７３８０ ４１３ ２２０ ２ ４９

教育 ２３ １３ １６３２ ２０２ １０１８ ２４ ９ ０ ０

　教育 ２３ １３ １６３２ ２０２ １０１８ ２４ ９ ０ 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２５ ２８３ ４１７９６ ２５４２８ ３８７９７ ６８０ ６０９ ８ ２６

　卫生 ３２５ ２８３ ４１７９６ ２５４２８ ３８７９７ ６８０ ６０９ ８ ２６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７ １０ ２８５２ １９２６ １６９５ ５０ ３４ ０ ２

　文化艺术业 １６ ０ １０８７ １０８７ ０ １６ ０ ０ ０

　体育 １１ １０ １７６５ ８３９ １６９５ ３５ ３４ ０ 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９４ ２ ５３３２ １８９０ ４３０ ４１ ４ ０ ０

　国家机构 ２９４ ２ ５３３２ １８９０ ４３０ ４１ ４ ０ ０



５３３
　　

表９－５　按课题所属学科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自然科学领域 １２６９ １０７９ ３４４０２６ ２２５１３９ ２４７５２３ １５８３ １２７３ １３６ ３６４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 １５ ４ ２４６４ １４７５ ５６２ ３２ ９ １ ０

　力学 １ １ ６２ ６２ ６２ ３ ３ ２ １

　物理学 ５ ５ ９１２ ４５６ ９１２ ２０ ２０ １ １

　化学 ３３ ２７ ７３６９ ４７６４ ４４２０ ９２ ５１ ５ ７

　天文学 ５ 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４ ４ １ １

　地球科学 ７８８ ６５９ ２０９４５２ １５５３８４ １４４８９３ ８２２ ６４６ １００ ２２２

　生物学 ４２１ ３７７ １２２６０２ ６１９７１ ９５５０８ ６０６ ５３８ ２７ １３３

　心理学 １ １ １４０ ２ １４０ ２ ２ ０ ０

农业科学领域 １４６３ ７９３ ２７８３４２ ２３９１２６ １４２６４１ ２６０９ １３２７ ７１ ２４２

　农学 ８２２ ４２０ １５７１０６ １２８９９２ ８６１３９ １４３０ ７０２ ３５ ７２

　林学 ３２０ １８９ ５１４０５ ４４８０５ ２２７２０ ６１１ ３２７ ２３ ４３

　畜牧、兽医科学 ２９ １１ ２０５４ ８２７ ３０７ ８８ １６ ０ ０

　水产学 ２９２ １７３ ６７７７８ ６４５０２ ３３４７６ ４８０ ２８２ １３ １２７

医学科学领域 ３７９ ３３９ ６５３９７ ３８６８６ ６１９９２ ７９９ ７２３ １５ ４９

　基础医学 ２０ ２０ ６９８６ ３５８０ ６９８６ ３８ ３８ ０ ８

　临床医学 １６５ １５３ ２７０９５ １４９０９ ２６４５３ ３８２ ３６４ ２ ２９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１３４ １１６ １８４５０ １２８０８ １６７６８ ２９６ ２５９ ０ ５

　药学 ２２ １７ １００１１ ６６６２ ９２９０ ２８ １９ ２ ２

　中医学与中药学 ３８ ３３ ２８５５ ７２９ ２４９５ ５４ ４４ １１ ４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１７２２ ６５５ ６３３０７９ ２５６５２１ ２１５９１２ ３１４５ １５２６ ７３ ２４１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 ８５ ３２ ３１９３０ ５６４２ ２１２４８ １９９ １２６ ０ ０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
技术

８ ４ ５２０３ ３８９２ １４３５ ３６ ２４ ４ ０



５３４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 ３０ １５ ９３６９７ ４５１７ ８４９７ １１８ ４０ ２ １
　测绘科学技术 ２６ １５ ４１０９ ２７６１ ７９８ ２１７ １１７ ０ ３
　材料科学 １０５ ８１ ４６１７０ ３１４２７ ３２２２１ ２５３ ２０４ ０ ９
　矿山工程技术 ６７ ２６ ２３５２２ ９６０４ １０１５４ １２８ ６１ １ ２
　冶金工程技术 ３６ ２７ １１９４８ ９４４１ １０２７０ ９０ ５８ ７ ０
　机械工程 １６ １４ ７７６２ ３１５３ ７３５６ ７１ ６９ １ １
　动力与电气工程 ２８ ２８ ２１４９ １１６９ ２１４９ ５７ ５７ ６ １３
　能源科学技术 １７５ １３７ ４４８３３ ３３８２５ ３４９１８ ２４７ １７４ ３２ ８２
　电子与通信技术 ５３ ３３ ７４６２ ２７２７ ３２３７ １２４ ８０ ４ １
　计算机科学技术 ８７ ２１ １６５１４ ５８８６ ３３８４ ２３４ ４７ １ ３
　化学工程 ２０ １３ ４５０４ ２４８７ ３６４１ ２８ ２１ ２ ２
　产品应用相关工程技术 ６ ５ ８２９ ６７０ ７７０ １３ １２ ２ ２
　纺织科学技术 ５ ３ ８５０ ６４０ ５５０ ２１ ９ ０ ０
　食品科学技术 ２２ １３ ４５２５ ４１８６ ２０２２ ５８ ３８ ０ ３
　土木建筑工程 １４ ６ ６８０１ １７１ ３７０ ５６ ２８ ０ １
　水利工程 １１１ １３ ８４７０３ ７５３２ １０４９４ ２８８ ３４ １ ０
　交通运输工程 ３６ ４ １６３３７ ６１７３ ４０９５ ７２ ２０ ０ ０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 ２ ２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５ ５ ０ ０
　环境科学技术及资源科学技术 ４４５ １４４ １９７４６３ １０５９４７ ５２９３４ ６６０ ２４７ ８ １１６
　安全科学技术 ２９６ ３ ６１１０ ２３７０ ９１０ ５０ １０ ０ １
　管理学 ４９ １６ １５３８１ １２０２５ ４１８３ １２１ ４６ ４ ２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２５１ １３７ ３１５９５ ２４７４１ １６５７６ ４４１ ２７５ ５ １
　马克思主义 １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４ ０ ０
　哲学 １ １ ６０ ６０ ６０ １ １ ０ ０
　宗教学 ７ ７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８ ８ ０ ０
　文学 １ １ ５ ５ ５ １ １ ０ ０



５３５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历史学 ４ ４ ５５０ ４３０ ５５０ １１ １１ ０ ０
经济学 ９１ ７９ １３５９９ ９６６７ ８６９１ １６２ １５１ ５ １
政治学 ３ １ ４２７ ４２７ ３００ ７ ７ ０ ０
法学 ３ ２ ２４６ ２４６ ８０ ２ １ ０ ０
社会学 ５１ １４ ４００３ ３３２８ １３００ １３４ ５５ ０ ０
民族学与文化学 ８ ８ ２０６４ ２０６４ ２０６４ １０ １０ ０ ０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２８ ０ ３４１７ ３２４４ ０ ３９ ０ ０ ０
教育学 ２９ １３ ２６１２ ７２７ １０１８ ３４ ９ ０ ０
体育科学 ７ ６ ８７８ ８１２ ８０８ １９ １８ ０ ０
统计学 １７ ０ ２０３４ ２０３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０

表９－６　按课题技术领域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非技术领域 ３３５ ２３８ ４６５３５ ３８５９４ ３５５４６ ３６５ ２４５ １９ ３６
信息技术 １５０ ４５ ３８０８２ ２０３６６ １２０１７ ３８６ ９５ ２ １２
生物技术 １５１７ ９７３ ３２２４３４ ２４９２２８ ２０２０６６ ２４７８ １４１８ ８９ ２５７
新材料 １２８ １０７ ４８３５２ ３６９６２ ４１７４２ ２７８ ２４７ ０ ３
能源技术 １９９ １５７ ５０７６８ ３８３７０ ４０８０８ ３０６ ２２９ ３５ ９２
激光技术 ８ ７ １５４０ １１０４ １４９０ １９ １８ ０ ０
自动化技术 ５８ ３４ １５３５７ ７１６９ １２１９２ １４７ １１１ ３ ２
航天技术 ７ ３ ８９３ ２８２ ２８２ １１ ７ ０ ０
海洋技术 １１５２ ７３３ ３９７１７８ ２２６０４４ １８１２８８ １５９０ ９９１ １１６ ３８９
其他技术领域 １５３０ ７０６ ４３１３０１ １６６０９２ １５７２１１ ２９９６ １７６３ ３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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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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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７　按课题来源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国家科技计划 １３２４ １１１９ ４３３８５７ ３５９０３２ ３６７９２３ ２１１１ １７４８ １３２ ４９６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３ ３ １０１６ ６４６ １０１６ ４ ４ ０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３７３ ３７３ ６５４２３ ５５６１９ ６５４２３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９ １４８

　国家 “８６３”计划课题 ８３ ８１ ４２９９５ ３９１７４ ４１１７５ １０３ １０２ ７ ３０

　国家科技支撑（攻关）计划课题 ９９ ８３ ４１１３４ ２６９９５ ３８７１５ ２２０ １８２ ９ ２８

　国家星火计划课题 １０ ４ ２４０７ １９０５ １８２１ １４ ８ ０ １

　国家 “９７３”计划课题 ７５ ７５ ３７２５３ ２６７４０ ３７２５３ ７５ ７５ ３ ２５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４５ ３１ ２８３８５ ２４４８４ ２３５４６ １１２ ９６ １ ３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４ ４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９ ９ ０ ０

　其他课题 ６３２ ４６５ ２１４７６５ １８２９９０ １５８４９４ １０６５ ７６３ ５３ ２３０

地方科技计划课题 ２６１９ １３６９ ４９１６５０ ３７５６０９ ２４６２３０ ４３６２ ２５１０ ９７ ２５５

　地方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１０８７ １５５０７ ２１０８７ ３６３ ３６３ １０ ６０

　地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 ７０８ ４５８ １３３０１４ ９５１７７ ８１７１８ １３３８ ８２８ ３８ ７３

　地方火炬计划课题 ４ ２ ５０７ ５０７ ２８０ ２７ ４ ８ １

　地方星火计划课题 １１ ５ １２２９ ５５８ ８３３ ２３ １３ ０ ０

　地方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４０ ３０ ３０２９ ２０７６ ２０１４ ８２ ４８ ５ １

　其他课题 １６３１ ６４９ ３３２７８４ ２６１７８４ １４０２９７ ２５２９ １２５４ ３６ １２１

企业委托课题 ５０８ ９０ ３０８６８２ ４１６９ １６４９２ ６６７ １０３ ３９ ５６

自选课题 ３４２ ２７５ ３９４７５ １９５２９ ２９０１９ ８４４ ５６７ ２１ ６１

国际合作课题 ５９ ４９ ２４２３８ ５１３１ ８７４２ ８０ ５６ ７ １２

其他课题 ２３２ １０１ ５４５３８ ２０７４２ １６２３７ ５１３ １４１ 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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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８　按课题合作形式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与境外机构合作 ４８ ４０ １４７４１ １１９０３ １３６９８ ８６ ７０ ６ １５

与国内高校合作 ２４０ １６７ １１５１７２ ９６３９８ ６４３７５ ６２３ ３９５ ２３ ６６

与国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 ３９２ ２６１ １２５２７２ ７８４４０ ７９４３０ ６８４ ４６０ ３４ ７４

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２ １ ２２６ ７８ ３６ ２ ０ ０ ０

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 ２０４ １３３ ８０９９１ ２４９３３ ２７５６４ ４４５ ２４９ ３５ ７５

独立研究 ３９４７ ２２２９ ９２１７７３ ５０６５５９ ４２０６３７ ６２９６ ３６７０ １９５ ６０２

其他 ２５１ １７２ ９４２６３ ６５９０１ ７８９０３ ４４０ ２８０ ８ ６５

表９－９　按课题的社会经济目标分布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总　计 ５０８４ ３００３ １３５２４３９ ７８４２１２ ６８４６４４ ８５７７ ５１２４ ３００ ８９６

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及污染防治 ５７４ ２６０ ２２０１７３ １０５８３１ ６９２８８ ８６６ ４１１ ２７ １３３

　环境一般问题 ２１ １１ ３３３６ ３０９３ ２００６ ３０ １１ １ ２

　环境与资源评估 ７４ ２３ ４２３３８ ２２８４２ ３８４５ １９３ ３７ ５ １３

　环境监测 ８０ ５０ ３１４６１ ２１５８２ ２０５７７ １５１ ８４ ５ ３６

　生态建设 ７８ ５９ ３０４２７ ２５４１９ １０１８９ １４０ ８５ ２ １９

　环境污染预防 １８１ ２６ ７３５４２ １１８１２ ９２３６ １３１ ５０ ０ ２１

　环境治理 １２２ ８０ ３２２３６ １８４０９ １８２８９ １７８ １３２ １２ ４０

　自然灾害的预防、预报 １８ １１ ６８３３ ２６７５ ５１４６ ４３ １４ １ ３

能源生产、分配和合理利用 ３２１ ２４０ ７１７７１ ５２９８９ ５４９４３ ４８０ ３５４ ５２ １２３

　能源一般问题研究 ３ ３ １７０ ３ １７０ ４ ４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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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能源矿产勘探技术 ５７ ５２ １３９４１ １２０７０ １２２７０ ５５ ５０ ７ ２１

　能源矿物开采和加工技术 １２ １１ ５８１７ ５１１５ ５７７２ １２ １２ ２ ６

　能源转换技术 ９ ４ １６３５ ６０７ ４０５ １０ ３ ０ １

　能源输送、储存与分配技术 １０ ２ １２３１ １１５ ８２ １３ ３ ０ ０

　可再生能源 １７９ １４３ ３８０４３ ３１５３９ ３０５０２ ２６３ ２０７ ３６ ７８

　能源设施和设备建造 ６ １ ７５３ ４６２ ２０２ ９ ２ １ ２

　能源安全生产管理和技术 ４ ２ １３２４ ３７ １１３４ １９ １６ ０ ０

　节约能源的技术 ３７ ２１ ８２９５ ２９４１ ４２２４ ８４ ５５ ６ １３
　能源生产、输送、分配、储存、利用
　过程中污染的防治与处理

４ １ ５６２ １００ １８２ １３ １ ０ １

卫生事业的发展 ３８１ ３４０ ６７１５２ ３８８５１ ６２５２１ ７９４ ７２４ １０ ４６

　卫生一般问题 １６４ １５５ ２５１６５ １２７３３ ２４５２３ ３２５ ３１３ ６ ２１

　诊断与治疗 ４４ ４２ １２２３７ ６７４３ １２０６６ １０７ １０５ ３ １３

　预防医学 ９７ ８９ １８４６８ １０７８４ １７５８９ ２１９ １９６ ２ ９

　公共卫生 ２７ ２６ ５８２４ ３９２３ ４２２７ ４３ ４１ ０ １

　营养和食品卫生 １０ １０ ２９４３ ２１５３ ２９４３ ４４ ４４ ０ ２

　卫生医疗其他研究 ３９ １８ ２５１４ ２５１４ １１７２ ５７ ２６ ０ １

教育事业发展 ３６ ２１ ２８９６ ３７３ １８４１ ４１ ２１ ０ ０

　教育一般问题 ２１ １２ １４６２ ２３２ ９１３ ２４ ９ ０ ０

　学历教育 １ １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１ １ ０ ０

　非学历教育与培训 ９ ７ １１０９ １３ ７２０ １２ ８ ０ ０

　其他教育 ５ １ ２２５ １１８ １０８ ５ ３ ０ ０

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和农村规划 １０１ ２１ ３６６８７ １５６７９ ７２４７ ２２８ ５９ １ １２

　交通运输 ５５ ９ ２３３８６ ６３９５ ４３５７ １１１ ３３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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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通信 ８ ４ １９３７ １３８７ ３２６ １３ ３ ０ ０

　广播与电视 ３ １ ６２６ ６０ １１６ ２ ０ ０ ０

　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 ２１ ５ ７４５２ ５８４９ ２３７５ ８１ ２２ １ ６

　农村发展规划与建设 ８ ２ ２１５４ １９８８ ７３ １７ １ ０ ５
　交通运输、通信、城市与农村发展
对环境的影响

６ ０ １１３１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 ６３１ １３１ ８４３３７ ６５４８９ ２３５１５ ８６７ ４３８ ６ １１

　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一般问题 ９２ ５３ ２９１５０ ２６１６１ ７２５４ ４３２ ２５６ ３ １

　社会保障 ２９６ ５ ５０１０ １４０５ ６３９ ４９ １２ ０ ０

　公共安全 １６ １１ ６８９３ ４１５１ ４１３７ ５８ ４５ ０ １

　社会管理 ４ ０ １１４ ２１ ０ ４ ０ ０ ０

　法律与司法 １ ０ ６５ ５ ０ １ ０ ０ ０

　政府与政治 １ １ ４５０ ３５０ ４５０ １０ １０ １ ０

　国际关系 １ １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０ １０ １ ０

　遗产保护 １ １ ７０ ７０ ７０ １ １ ０ ０

　语言与文化 ６ ６ ５７０ ５７０ ５７０ ４ ４ ０ ０

　文艺、娱乐 ９ ８ １１４３ ８２７ １０７３ ２３ ２２ ０ ０

　宗教与道德 ８ ７ １５０７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７ ６ ０ ０

　科技发展 １２ ６ １８５５ １２５２ ９２３ ４２ ２７ ０ ０

　国土资源管理 ７９ １８ ２０１０３ １８５６４ ４０３５ ６４ １４ ０ ７

　其他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 １０５ １４ １６９８７ １０２９３ ２５４４ １６３ ３０ １ ２

地球和大气层的探索与利用 ６３３ ５２３ １８１２１２ １０９８３５ １１９２９８ ７６５ ５５４ ８１ １８８

　地壳、地幔、海底的探测和研究 ８４ ８４ １７０５５ １６４５４ １７０５５ ８４ ８４ １５ ２５

　水文地理 ８７ １３ ３５８６８ ２６９７ １４１５ １４２ １８ １ ２

　海洋 １８８ １７７ ７１４００ ４９４０５ ５１８８８ ２３１ １８６ ３９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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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大气 ６５ ５１ １５６８９ ６４９７ ９６３４ ７４ ４５ ０ ４

　地球探测和开发其他研究 ２０９ １９８ ４１２００ ３４７８２ ３９３０６ ２３５ ２２０ ２６ ９８

民用空间的探测及开发 ８ ３ １４２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８ １ ０ １

　空间探测一般研究 １ １ ７３ ７３ ７３ ０ ０ ０ ０

　发射与控制系统 １ ０ ６８５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卫星服务 ６ ２ ６６３ ５２ ５２ ５ １ ０ １

促进农林牧渔业发展 １５５６ ８７７ ３９３２８８ ２４７８５７ １５８８０１ ２７５０ １４３１ ７３ ２１６

　农林牧渔业发展一般问题 ９８ ５０ ２６５８５ ２１８５８ １９４９７ ２７０ １４９ ４ ７

　农作物种植及培育 ５６１ ２９２ １０７０６２ ８７２９２ ６３２０３ １０２０ ４９８ ２８ ２６

　林业和林产品 ２２０ １３１ ２５３９０ ２２２４１ １５０５４ ３４９ １９２ １７ ２３

　畜牧业 １７ ４ ２１１０ ７８７ ３９４ ８５ １５ ０ ０

　渔业 １８７ １０４ ５３３７４ ３６９３６ １９１６５ ３０３ １４９ ５ ５４

　农林牧渔业体系支撑 ４４１ ２７０ １７４５５２ ７４６７３ ３８９１２ ６６８ ３８９ １７ ９０

　农林牧渔业生产中污染的防治与处理 ３２ ２６ ４２１６ ４０６９ ２５７６ ５５ ４１ １ １７

工商业发展 ５０７ ２６１ １６８３９７ ９６６９４ ９７７９１ １２２３ ６７２ ２６ ２２

　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般问题 ６９ ３６ ３１３０５ １３６２９ １３５５５ １５８ ９０ ２ １

　产业共性技术 ４１ ２５ ２９０３１ １０３８５ １６９９７ １７０ ９８ ５ ０

　非能源资源矿产的开采 ５１ １３ １８６０６ ５９０２ ６２７６ ９５ ３３ ０ ０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业 １４ ７ ４１９２ ３５７２ ２３４１ ２４ １３ ０ ４

　纺织业、服装及皮革制品业 ６ ３ ８５６ ６４０ ５５０ １７ ９ ０ ０

　化学工业 ３４ ２４ ７４２７ ６９２２ ４４９９ ９８ ５６ ６ １１

　非金属与金属制品业 １０１ ８９ ３９００４ ３２４４５ ３５７４５ ２４４ ２０４ ７ １
　机械制造业 （不包括电子设备、仪器

仪表及办公机械）
１３ ９ ５４１２ ２４０８ ５０７１ ４４ ３９ ０ ０

　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 １８ １３ ６１７９ ２３５４ ４５８９ ７３ ５４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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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数

合计

（个）
Ｒ＆Ｄ课题

课题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其中：　 　
政府资金

其中：　 　
Ｒ＆Ｄ课题经费

课题投入

人员

（人年）

其中：　 　
Ｒ＆Ｄ人员

其中：　 　
外聘流动学者

其中：　 　
在读研究生

　其他制造业 ９ ２ １２０８ ３８８ ４５０ ２３ １４ ０ ０
　建筑业 ４ １ ２２４ ０ ８０ １６ ６ ０ ０
　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ＣＴ）服务业 ９４ ３１ １７３０２ １２８８６ ６７１１ １８８ ４９ ４ ３
　技术服务业 １７ ０ ４５２７ ３８２８ ０ ３７ ０ ０ ０
　金融业 ４ ４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７０ ５ ５ ０ ０
　房地产业 １ ０ ７２ ６ ０ １ ０ ０ ０
　商业及其他服务业 ２９ ３ ２１８８ ９２５ ９９ ２８ ２ ０ １
　工商业活动中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
　与处理

２ １ ４９４ ３４ ４６０ ２ １ ０ ０

非定向研究 ３２５ ３２５ ８５３８３ ４８４９０ ８５３８３ ４５１ ４５１ ２３ １４５
　自然科学领域的非定向研究 ２６６ ２６６ ８０６０８ ４４９１７ ８０６０８ ３８６ ３８６ ２３ １４２
　农业科学领域的非定向研究 １５ １５ １０７１ ６４８ １０７１ １１ １１ ０ ３
　医学科学领域的非定向研究 １ １ ３５０ １００ ３５０ １ １ ０ ０
　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定向研究 ３６ ３６ ２０６５ ２０６５ ２０６５ ３７ ３７ ０ ０
　人文科学领域的非定向研究 ６ ６ ６８０ ５６０ ６８０ １６ １６ ０ ０
　其他 １ １ ６０９ ２００ ６０９ ０ ０ ０ ０
其他民用目标 １１ １ ３９７２２ ２０００ ３８９０ １０４ １０ ０ ０

表１０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课题投入人员按活动类型分类 （２００９）
表１０－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课题投入人员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Ｒ＆Ｄ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总　计 ８５７７ １０５１ ２１６７ １９０６ １１６３ ２２８９
广州市 ７０６２ １０３７ １９９６ １５５０ ７０４ １７７６
韶关市 ７６ ０ ０ ０ ５８ １８
深圳市 １６ ０ ６ １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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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课题投入人员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Ｒ＆Ｄ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珠海市 １３１ ０ ３ １９ ３１ ７８
汕头市 ２１４ ０ ０ ３１ ５７ １２６
佛山市 ７７ ５ １０ ４９ １１ ３
江门市 ３７ ０ ０ ０ ２６ １１
湛江市 ２４４ ９ ２０ ２６ １２６ ６３
茂名市 ６０ ０ １８ ７ １１ ２４
肇庆市 ７０ ０ ０ ４ ４４ ２３
惠州市 １２１ ０ ３４ ６４ ２ ２１
梅州市 １７０ ０ ２１ ６０ １３ ７６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４
阳江市 ２９ ０ ７ ５ ８ ９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１４０ ０ ４３ ７０ ８ ２０
中山市 ２９ ０ １０ ０ ５ １４
潮州市 ４５ ０ ０ ０ ４５ ０
揭阳市 ２５ ０ ０ ３ １６ ６
云浮市 １６ ０ ０ ８ ０ ８

表１０－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课题投入人员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Ｒ＆Ｄ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总　计 ８５７７ １０５１ ２１６７ １９０６ １１６３ ２２８９
地方部门属 ５３５４ ２６１ １４１８ １２２６ ８３４ １６１５
　省级部门属 ２９０６ ２２８ ８３４ ７８０ ３８３ ６８２
　副省级城市属 １１１６ ２８ ４３３ １２６ ７６ ４５３
　地市级部门属 １３３２ ５ １５２ ３２０ ３７５ ４８１
中央部门属 ３２２３ ７９０ ７４９ ６８０ ３２９ ６７４
　中国科学院 １５１５ ７０７ ５１２ １２４ ２３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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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２００９）
表１１－１　按地域分布

项目

专利申请

受理数

（件）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　 　
发明专利

其中：　 　
国外授权

有效发明

专利数

（件）

专利所有权

转让及许可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

让与许可收入

（千元）

总　计 ５８５ ４５２ ２５５ １２０ ０ ７９５ ３２ ６５２２０

广州市 ４１４ ３２８ １９７ １０７ ０ ７２７ ２４ ３０２２０

韶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１３１ １０３ ３５ ６ ０ ３５ ８ ３５０００

珠海市 ４ 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汕头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佛山市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江门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２２ １０ １０ ２ ０ １６ ０ ０

茂名市 ０ ０ ２ ２ ０ ２ ０ ０

肇庆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惠州市 ２ １ ２ １ ０ ２ ０ ０

梅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阳江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１１ ６ ８ ２ ０ １３ ０ ０

中山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潮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云浮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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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项目

专利申请

受理数

（件）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　 　
发明专利

其中：　 　
国外授权

有效发明

专利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及许可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与许可收入

（千元）

总　计 ５８５ ４５２ ２５５ １２０ ０ ７９５ ３２ ６５２２０

地方部门属 １６２ １１５ ８５ ４６ ０ ２６５ ８ ４０

　省级部门属 １２８ ９４ ５７ ３７ ０ ２４２ ８ ４０

　副省级城市属 １６ １０ １５ ４ ０ ６ ０ ０

　地市级部门属 １８ １１ １３ ５ ０ １７ ０ ０

中央部门属 ４２３ ３３７ １７０ ７４ ０ ５３０ ２４ ６５１８０

　中国科学院 ３１８ ２６３ １２７ ５３ ０ ３９４ １８ ６５１００

表１１－３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项目

专利申请

受理数

（件）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　 　
发明专利

其中：　 　
国外授权

有效发明

专利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及许可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与许可收入

（千元）

总　计 ５８５ ４５２ ２５５ １２０ ０ ７９５ ３２ ６５２２０
农、林、牧、渔业 ８３ ６０ ３２ １６ ０ １０７ ３ ０
采矿业 ２７ ２２ １２ ７ ０ ４１ ３ ８０
制造业 １１２ ９４ ３４ ２０ ０ ２００ ８ ４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５ ５４ ３７ １５ ０ ２１３ ８ ３０００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８ ４ ３ ０ ０ ２ ０ 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２３０ １８１ １１２ ４５ ０ １７６ １０ ３５１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６ ２９ １６ １１ ０ ３８ ０ ０
教育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４ ８ ８ ５ ０ １７ ０ 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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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４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项目

专利申请

受理数

（件）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　 　
发明专利

其中：　 　
国外授权

有效发明

专利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及许可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

与许可收入

（千元）

总　计 ５８５ ４５２ ２５５ １２０ ０ ７９５ ３２ ６５２２０

自然科学领域 １２０ １０５ ７５ ４９ ０ ２４７ １０ １４０

农业科学领域 １２９ ８５ ５７ ２６ ０ １４２ ３ ０

医学科学领域 ６３ ５７ １０ ７ ０ ６６ ０ ０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２７１ ２０３ １１２ ３７ ０ ３３９ １９ ６５０８０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２ ２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表１２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Ｒ＆Ｄ人员 （２００９）
表１２－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Ｒ＆Ｄ人员
女性

按工作量分 按学历分

Ｒ＆Ｄ全时人员 Ｒ＆Ｄ非全时人员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其他

总　计 ８２７４ ２７７５ ５０４３ ３２３１ １２４５ ２３６４ ３２１６ １４４９

广州市 ７４９８ ２５５７ ４３９５ ３１０３ １２１５ ２２５６ ２９２３ １１０４

韶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３０ １２ １６ １４ ２ ６ １５ ７

珠海市 ２５ ９ ２５ ０ ４ ８ １３ ０

汕头市 ３６ １１ ３４ ２ ０ ４ ２６ ６

佛山市 １１２ ３５ ７４ ３８ ０ ２５ ３６ ５１

江门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５５ ７ ５３ ２ ８ ２０ １８ ９

茂名市 ３１ ８ ２１ １０ １ １ ２０ ９

肇庆市 ４ １ ３ １ ０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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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Ｒ＆Ｄ人员
女性

按工作量分 按学历分

Ｒ＆Ｄ全时人员 Ｒ＆Ｄ非全时人员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其他

惠州市 １４４ ２８ １１８ ２６ ２ １３ ４３ ８６

梅州市 １２９ ４３ １２０ ９ ０ １ ３７ ９１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阳江市 ３２ ８ １０ ２２ ０ １ ８ ２３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１５６ ４６ １５４ ２ １２ ２６ ７０ ４８

中山市 １１ ８ １１ ０ １ ２ ３ ５

潮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３ ０ ３ ０ ０ ０ ２ １

云浮市 ８ ２ ６ ２ ０ ０ １ ７

表１２－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

项目 Ｒ＆Ｄ人员
女性

按工作量分 按学历分

Ｒ＆Ｄ全时人员 Ｒ＆Ｄ非全时人员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其他

总　计 ８２７４ ２７７５ ５０４３ ３２３１ １２４５ ２３６４ ３２１６ １４４９

地方部门属 ４３３６ １４２６ ２８２２ １５１４ ３９６ １１３５ １８１５ ９９０

　省级部门属 ２８９３ １００７ １７０３ １１９０ ３００ ７７８ １２２１ ５９４

　副省级城市属 ７３２ ２１８ ５３４ １９８ ７６ ２７４ ３１９ ６３

　地市级部门属 ７１１ ２０１ ５８５ １２６ ２０ ８３ ２７５ ３３３

中央部门属 ３９３８ １３４９ ２２２１ １７１７ ８４９ １２２９ １４０１ ４５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８５７ １０２５ １３２２ １５３５ ６７４ ９１１ ９４２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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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人

项目 Ｒ＆Ｄ人员
女性

按工作量分 按学历分

Ｒ＆Ｄ全时人员 Ｒ＆Ｄ非全时人员 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其他

总　计 ８２７４ ２７７５ ５０４３ ３２３１ １２４５ ２３６４ ３２１６ １４４９

自然科学领域 ２４９７ ８５４ １３１５ １１８２ ６２３ ７２６ ８１０ ３３８

农业科学领域 ２００２ ５６６ １５４４ ４５８ １８９ ４５９ ６９９ ６５５

医学科学领域 １５１５ ５７３ ６４８ ８６７ １２８ ４２８ ７１９ ２４０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１８３１ ５９３ １２６０ ５７１ ２３５ ５６１ ８５８ １７７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４２９ １８９ ２７６ １５３ ７０ １９０ １３０ ３９

表１３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２００９）
表１３－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人员

总　计 ６１０２ １３０５ ２５６１ ２２３６ ３８４８ １５９２ ６６２

广州市 ５３８４ １２８７ ２３３５ １７６２ ３４６５ １３６４ ５５５

韶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１７ ０ ６ １１ １１ ５ １

珠海市 ２５ ０ ３ ２２ １６ ６ ３

汕头市 ３６ ０ ０ ３６ １２ １６ ８

佛山市 ８６ ９ １６ ６１ ４５ ２４ １７

江门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５５ ９ ２０ ２６ ３９ １５ １

茂名市 ２８ ０ １９ ９ １９ ７ ２

肇庆市 ４ ０ ０ ４ １ ２ １



５４８
　　

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人员

惠州市 １３２ ０ ４１ ９１ ４４ ５４ ３４

梅州市 １２８ ０ ３３ ９５ １０８ ２０ ０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阳江市 ２９ ０ １６ １３ １２ ６ １１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１５６ ０ ６１ ９５ ６７ ６４ ２５

中山市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６ ４ １

潮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３ ０ ０ ３ ０ ２ １

云浮市 ８ ０ ０ ８ ３ ３ ２

表１３－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

总　计 ６１０２ １３０５ ２５６１ ２２３６ ３８４８ １５９２ ６６２

地方部门属 ３５０５ ３４０ １６６５ １５００ ２０７１ ９９３ ４４１

　省级部门属 ２２２４ ３０２ ９９７ ９２５ １３４８ ５９２ ２８４

　副省级城市属 ６２９ ２９ ４６２ １３８ ３８４ １９３ ５２

　地市级部门属 ６５２ ９ ２０６ ４３７ ３３９ ２０８ １０５

中央部门属 ２５９７ ９６５ ８９６ ７３６ １７７７ ５９９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１６４２ ８６７ ６２７ １４８ １０４４ ４３７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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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

总　计 ６１０２ １３０５ ２５６１ ２２３６ ３８４８ １５９２ ６６２
自然科学领域 １６５５ ８３１ ６１７ ２０７ １０７９ ４３２ １４４
农业科学领域 １７４６ １７３ ５５１ １０２２ １０６９ ４１１ ２６６
医学科学领域 ９４９ １６４ ５７０ ２１５ ５６６ ２７０ １１３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１４１８ １０６ ５７７ ７３５ ８８２ ４２６ １１０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３３４ ３１ ２４６ ５７ ２５２ ５３ ２９

表１３－４　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单位：人年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

总　计 ６１０２ １３０５ ２５６１ ２２３６ ３８４８ １５９２ ６６２
农、林、牧、渔业 １５３２ １２０ ５３９ ８７３ ９５５ ３５３ ２２４
　农业 ６４１ ５１ １８１ ４０９ ３７７ １５５ １０９
　林业 ４０５ １６ １５９ ２３０ ２２４ １０７ ７４
　畜牧业 ３４ ０ ３ ３１ １２ １５ ７
　渔业 ３２７ ４７ １５９ １２１ ２７８ ２８ ２１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２５ ６ ３７ ８２ ６４ ４８ １３
采矿业 ３１１ ０ ４ ３０７ ２４７ ５６ ８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３１１ ０ ４ ３０７ ２４７ ５６ ８
制造业 ４７６ １５１ ２０１ １２４ ３１４ １１５ ４７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９６ １１ ２７ ５８ ３９ ４６ １１
　食品制造业 ９０ ３５ ４９ ６ ６５ １７ 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７ ０ ７ ０ ４ ２ １
　医药制造业 ２３４ １０５ １１８ １１ １７７ ３５ ２２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４ ４ ２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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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续上表）

项目
Ｒ＆Ｄ折合全时
工作量

按活动类型分 按工作岗位性质分

基础研究人员 应用研究人员 试验发展人员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辅助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９ ０ ０ ３９ ２５ １１ 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６ ９０ １４８ ８ １３５ ７８ ３３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６ ９０ １４８ ８ １３５ ７８ ３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０ ０ １４ １１ １ ２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上运输业 １４ ０ ０ １４ １１ １ 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８３ １ ２７ ５５ ３６ ３１ １６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４１ ０ ３ ３８ １８ １７ ６
　软件业 ４２ １ ２４ １７ １８ １４ １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２３４７ ７９２ １０１４ ５４１ １５３１ ６２３ １９３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８１５ ２８１ ３８８ １４６ ５２９ ２３５ ５１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１５３２ ５１１ ６２６ ３９５ １００２ ３８８ １４２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地质勘查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３０ ９２ １６９ ６９ ２０４ ９０ ３６
　水利管理业 ６１ ２ ２６ ３３ ５２ ６ ３
　环境管理业 ２６９ ９０ １４３ ３６ １５２ ８４ ３３
教育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１６ １ ３
　教育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１６ １ ３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８４ ５９ ４１９ ２０６ ３６８ ２２５ ９１
　卫生 ６８４ ５９ ４１９ ２０６ ３６８ ２２５ ９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２ ０ ２０ ３２ ２５ １９ ８
　文化艺术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体育 ５２ ０ ２０ ３２ ２５ １９ ８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 ０ ０ ７ ６ ０ １
　国家机构 ７ ０ ０ ７ ６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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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Ｒ＆Ｄ经费支出 （２００９）
表１４－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按活动类型分 按来源分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 事业单位资金 国外资金 其他资金

Ｒ＆Ｄ经费
外部支出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４０５２０５ ６４９３８７ ５４５６７３ １２３００５７ ８３２１１ ２０７０５１ ７２５３ ７２６９３ ６７６８６

广州市 １５２１７４０ ４０３７０８ ６１８２１３ ４９９８１９ １１６５７３２ ７９２６８ １９８４７３ ７２３３ ７１０３４ ６６２２４

韶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４９６２ ０ ２２８２ ２６８０ ４９６２ ０ ０ ０ ０ ０

珠海市 １７１７ ０ １３７ １５８０ １７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汕头市 １７２４ ０ ０ １７２４ ７３０ ０ ９９４ ０ ０ ０

佛山市 １５５９７ ７４０ １７２６ １３１３１ １５５５３ ０ ０ ０ ４４ ０

江门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４９２２ ７５７ ２２５７ １９０８ ４８４２ ０ ８０ ０ ０ ０

茂名市 ５４４５ ０ ４８３２ ６１３ ３６０８ ０ １３３７ ０ ５００ ０

肇庆市 ３００ ０ 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惠州市 １２７３０ ０ ５６２５ ７１０５ ９１５７ １３５０ １３２８ ０ ８９５ ０

梅州市 ５４７８ ０ ８１４ ４６６４ ５４７８ ０ ０ ０ ０ ０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阳江市 ２１６５ ０ ５３４ １６３１ ２１３５ ０ 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２１９９５ ０ １２３６７ ９６２８ １５０４３ ２５９３ ４３５９ ０ ０ １４４２

中山市 ６００ ０ ６００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潮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８０ ０ ０ ８０ ５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云浮市 ８１０ ０ ０ ８１０ １５０ ０ ４５０ ０ ２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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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按活动类型分 按来源分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 事业单位资金 国外资金 其他资金

Ｒ＆Ｄ经费
外部支出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４０５２０５ ６４９３８７ ５４５６７３ １２３００５７ ８３２１１ ２０７０５１ ７２５３ ７２６９３ ６７６８６

地方部门属 ６８２１４６ ５５０４５ ３００９０２ ３２６１９９ ４６１９３４ ４１０５０ １５４５７０ ５４５６ １９１３６ ５５１５７

　省级部门属 ５３０２８３ ５０２８８ ２１８２７５ ２６１７２０ ３６０３１０ ２４３６９ １２３９６３ ５２２２ １６４１９ ５３６９５

　副省级城市属 ８２３９６ ４０１７ ５５１６６ ２３２１３ ４７１０３ １１９１２ ２２１０９ ２１４ １０５８ ０

　地市级部门属 ６９４６７ ７４０ ２７４６１ ４１２６６ ５４５２１ ４７６９ ８４９８ ２０ １６５９ １４６２

中央部门属 ９１８１１９ ３５０１６０ ３４８４８５ ２１９４７４ ７６８１２３ ４２１６１ ５２４８１ １７９７ ５３５５７ １２５２９

　中国科学院 ６３７４４４ ３１１５７４ ２６１１９３ ６４６７７ ５２５６５４ ２９８２９ ３５２８１ １５８１ ４５０９９ ９７７８

表１４－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按活动类型分 按来源分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 事业单位资金 国外资金 其他资金

Ｒ＆Ｄ经费
外部支出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４０５２０５ ６４９３８７ ５４５６７３ １２３００５７ ８３２１１ ２０７０５１ ７２５３ ７２６９３ ６７６８６

自然科学领域 ５３４９５９ ２５４０６９ ２０４２７６ ７６６１４ ４５６２３５ ２１８０６ ４９６９４ ３３８８ ３８３６ ９７７８

农业科学领域 ３９３３２２ ３２１５２ １３８７９８ ２２２３７２ ３０５０４０ ２１６２０ ４４９１５ ２１９８ １９５４９ １３９０

医学科学领域 ２８８２２４ ９７９０８ １３６８８７ ５３４２９ ２０９７７９ ３６６５ ５３５８４ １０４９ ２０１４７ ５３６９５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３１３６７６ １４１０４ １１５７２３ １８３８４９ １９５４８２ ３１７９２ ５６６２３ ６１８ ２９１６１ ２８２３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７００８４ ６９７２ ５３７０３ ９４０９ ６３５２１ ４３２８ ２２３５ ０ ０ ０



５５３
　　

表１５　全省县以上部门属科技机构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２００９）
表１５－１　按地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经常费支出

人员费用 设备购置费 其他
基本建设费

仪器设备费 土建费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１２４１５０７ ５０２６１０ １５３７３９ ５８５１５８ ３５８７５８ １４８９３１ ２０９８２７

广州市 １５２１７４０ １１６９７５９ ４５３９９２ １４９０１５ ５６６７５２ ３５１９８１ １４６９５６ ２０５０２５

韶关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深圳市 ４９６２ ４３７９ ３８１８ ５６１ ０ ５８３ ５８３ ０

珠海市 １７１７ １６１７ １４００ ２１７ ０ １００ ４０ ６０

汕头市 １７２４ １７２４ １４４０ ０ ２８４ ０ ０ ０

佛山市 １５５９７ １１３５５ ８０２２ ２５１ ３０８２ ４２４２ ０ ４２４２

江门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湛江市 ４９２２ ４９２２ ４１２０ ０ ８０２ ０ ０ ０

茂名市 ５４４５ ３９４５ ３２３９ １２ ６９４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肇庆市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０

惠州市 １２７３０ １２４０３ ８８１１ ５９１ ３００１ ３２７ ３２７ ０

梅州市 ５４７８ ５４７８ ４６１２ １５０ ７１６ ０ ０ ０

汕尾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河源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阳江市 ２１６５ ２１４０ １５２５ ４６０ １５５ ２５ ２５ ０

清远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东莞市 ２１９９５ ２１９９５ １０１１７ ２３８７ ９４９１ ０ ０ ０

中山市 ６００ ６００ ５８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潮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揭阳市 ８０ ８０ ５１ ０ ２９ ０ ０ ０

云浮市 ８１０ ８１０ ６３３ ９５ ８２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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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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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２　按隶属关系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经常费支出

人员费用 设备购置费 其他
基本建设费

仪器设备费 土建费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１２４１５０７ ５０２６１０ １５３７３９ ５８５１５８ ３５８７５８ １４８９３１ ２０９８２７

地方部门属 ６８２１４６ ５５７５０９ ２７６８５１ ７０８０２ ２０９８５６ １２４６３７ ８２９７１ ４１６６６

　省级部门属 ５３０２８３ ４２０８３８ １９８３３０ ５２９６９ １６９５３９ １０９４４５ ７６３７１ ３３０７４

　副省级城市属 ８２３９６ ７３３９８ ３７０２８ １３６７０ ２２７００ ８９９８ ５２０８ ３７９０

　地市级部门属 ６９４６７ ６３２７３ ４１４９３ ４１６３ １７６１７ ６１９４ １３９２ ４８０２

中央部门属 ９１８１１９ ６８３９９８ ２２５７５９ ８２９３７ ３７５３０２ ２３４１２１ ６５９６０ １６８１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６３７４４４ ４８５０４２ １５１４７４ ５３８０６ ２７９７６２ １５２４０２ ５２４５ １４７１５７

表１５－３　按机构所属学科领域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经常费支出

人员费用 设备购置费 其他
基本建设费

仪器设备费 土建费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１２４１５０７ ５０２６１０ １５３７３９ ５８５１５８ ３５８７５８ １４８９３１ ２０９８２７

自然科学领域 ５３４９５９ ４５０６９１ １４３７６５ ６００１４ ２４６９１２ ８４２６８ ４５００３ ３９２６５

农业科学领域 ３９３３２２ ２９７４２３ １２６１１１ ３７７６７ １３３５４５ ９５８９９ ６６９６０ ２８９３９

医学科学领域 ２８８２２４ １９５３３５ ９６９８６ １５７２５ ８２６２４ ９２８８９ ３４４１ ８９４４８

工程科学与技术领域 ３１３６７６ ２３０８９２ １０３３８３ ３５０３６ ９２４７３ ８２７８４ ３０６０９ ５２１７５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 ７００８４ ６７１６６ ３２３６５ ５１９７ ２９６０４ ２９１８ ２９１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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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４　按机构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布 单位：千元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经常费支出

人员费用 设备购置费 其他
基本建设费

仪器设备费 土建费

总　计 １６００２６５ １２４１５０７ ５０２６１０ １５３７３９ ５８５１５８ ３５８７５８ １４８９３１ ２０９８２７

农、林、牧、渔业 ３４５２１０ ２５３２６７ １０５４７７ ３５５２４ １１２２６６ ９１９４３ ６６９６０ ２４９８３

　农业 １８９８７４ １１９７１６ ５４５６３ １６８０７ ４８３４６ ７０１５８ ５５２０７ １４９５１

　林业 ５５３６０ ４９５９２ ２３３１５ ３８６４ ２２４１３ ５７６８ ９０４ ４８６４

　畜牧业 ４５３９ １６８７ １３６０ １５４ １７３ ２８５２ ９ ２８４３

　渔业 ８３８８８ ７０８２３ ２２２３９ １３２３９ ３５３４５ １３０６５ １０８００ ２２６５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１５４９ １１４４９ ４０００ １４６０ ５９８９ １００ ４０ ６０

采矿业 ５４３４６ ５４３４６ ２２３９２ １２５９４ １９３６０ ０ ０ ０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５４３４６ ５４３４６ ２２３９２ １２５９４ １９３６０ ０ ０ ０

制造业 ２５１９９０ １５９３４５ ４９７１１ １８３０３ ９１３３１ ９２６４５ ０ ９２６４５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３５９７ １９６５２ ７９２３ １４２３ １０３０６ ３９４５ ０ ３９４５

　食品制造业 ２３５７６ ２３５７６ ４５５９ ８２３９ １０７７８ ０ ０ 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８３２ ８３２ ７３１ １２ ８９ ０ ０ 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７７８６１ ８９１６１ ２９６６１ ７２９０ ５２２１０ ８８７００ ０ ８８７０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５５０ ５５０ ４３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 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５５７４ ２５５７４ ６４０７ １３３９ １７８２８ ０ ０ 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６５０６ ５０７６６ １７１３９ ３９７０ ２９６５７ ２５７４０ ５２４５ ２０４９５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６５０６ ５０７６６ １７１３９ ３９７０ ２９６５７ ２５７４０ ５２４５ ２０４９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２２６４ ２１９ ７８６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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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项目
Ｒ＆Ｄ经费
内部支出 经常费支出

人员费用 设备购置费 其他
基本建设费

仪器设备费 土建费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上运输业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２２６４ ２１９ ７８６ ０ ０ 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４ ２０２２ ５５２ ４１０ ０ ０ ０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２３８１ ２３８１ １５０１ ５５２ ３２８ ０ ０ ０

　软件业 ６０３ ６０３ ５２１ ０ ８２ ０ ０ 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６８７６１５ ５６３６７５ ２０５８１０ ６８３８５ ２８９４８０ １２３９４０ ５６３７０ ６７５７０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１９８１５８ １８０４２５ ７０９１２ １４１５０ ９５３６３ １７７３３ １９４４ １５７８９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４８９４５７ ３８３２５０ １３４８９８ ５４２３５ １９４１１７ １０６２０７ ５４４２６ ５１７８１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地质勘查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０１０６ ４０５４５ ２４９４５ ５５１４ １００８６ １９５６１ １５９４１ ３６２０

　水利管理业 １５０８９ １１８３９ ６２７７ １０１３ ４５４９ ３２５０ １３０ ３１２０

　环境管理业 ４５０１７ ２８７０６ １８６６８ ４５０１ ５５３７ １６３１１ １５８１１ ５００

教育 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 １８８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０ ０ ０

　教育 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 １８８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０ ０ 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０７５５３ １０５４２２ ６６８００ ８３８７ ３０２３５ ２１３１ １６１７ ５１４

　卫生 １０７５５３ １０５４２２ ６６８００ ８３８７ ３０２３５ ２１３１ １６１７ ５１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１３４ ４３３６ ３４７０ ０ ８６６ ２７９８ ２７９８ ０

　文化艺术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体育 ７１３４ ４３３６ ３４７０ ０ ８６６ ２７９８ ２７９８ 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２ ７００ １４１ ５６１ ０ ０ ０

　国家机构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２ ７００ １４１ ５６１ ０ ０ ０

（广东科技统计分析中心　张金水）



２００９年广东科技记事

１月６日
第７次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１月７—８日
广东省农业产业化推进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研讨会在恩平市召开。

１月１０日
广东省科技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在广西南宁市联合召开第２届桂粤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发

布会。

１月１２日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无机和通用化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院士谢尔盖·沃尔科夫 （ＳｅｒｇｉｙＶｏｌｋｏｖ）

一行来访省科技厅，双方交流讨论了各自的科技发展情况、开展国际合作的总体思路和在环保、新能

源等技术上取得的新成果。

１月１３日
２００８年广东省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工作座谈会在从化市召开。

１月１６日
省科技厅在全国科技统计工作评比中获得第１名。

１月１９日
科技部组织的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

１月２２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在广州举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

署仪式。签署仪式结束后，召开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成立暨第１次
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规划纲要》。会议决定，广东省

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成立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由汪洋书记、路甬祥院长任名誉组长，黄华

华省长、白春礼常务副院长任组长，宋海副省长、施尔畏副院长任副组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

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在广东省科技厅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月９—１０日
２００９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市召开。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参加会议并作 《深化省部产学

研合作，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的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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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０—１１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ＳＦＣ）—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重点项目中期检查交流

会在广州市召开。该次中期检查与交流的项目是２００６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
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共３９项，其中由广东牵头并与外省合作项目１２项。

２月１１日
省科技厅被省政协授予 “２００８年承办提案先进单位”称号。

２月１８—１９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农村科技管理培训班在广州市召开。

２月２０—２１日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食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重大项目课题验收会在广

州市召开。

２月２２日
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一行到广东科学

中心考察。

２月２３日
南海半导体照明工程产学研中试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２月２４日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立法研讨会，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实验动

物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２月２６日
·广东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正式挂牌。仪式后举行 “国家层面战略研究工作的思考”“事

实型数据与科技决策”学术报告会。

·华南国际口腔医疗器材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广州市举行。

·新能源与绿色照明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

２月２７日
省科技厅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广州中船公司联合举行 “广东省军民结合技术创新

示范基地”签约和揭牌仪式。

２月２８日
由省科技厅与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行动信息发布会暨 “Ｕ势界”大学生

“理性创业，赢在未来”创业论坛在广州大学城举行。发布会上，省科技厅与团省委双方签署了 《关

于共同推进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行动的合作协议》。来自３０多所高校团委书记、１００多个 “Ｕ势
界”创业项目大赛参赛团队、４００多名大学生参加了活动。

３月２日
·科技部在广州市召开 “面向 ‘十二五’的科技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地方座谈会。

·省科技厅被省档案局评为 “２００８年度省直移交进馆档案质量优秀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科技园被认定为广东省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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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５日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泰年先生 （Ｍｒ．Ｊｅａｎ－ＲａｐｈａｅｌＰｅｙｔｒｅｇｎｅｔ）一行到访广东科学中心。

３月６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原则同意领导

小组办公室提交的 《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合作工作要点》。广东省副省长、省院合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宋海，省院合作办公室主任李兴华、中科院副院长陈勇、省院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尔畏等同志参

加了会议。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在广州市召开广东—东盟农业科技合作与发展暨ＡＰＥＣ成员国生物质能源作
物产业化发展合作研讨会。

３月１２日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副省长宋海，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等一行先后拜访科

技部和教育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教育部部长周济进行

座谈，共商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大计。

３月１２—１４日
科技部和教育部在广州市召开国家大学科技园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

３月１７日
·瑞士驻穗总领事聂伟先生 （Ｍｒ．ＷｅｒｎｅｒＥ．Ｎｉｅｖｅｒｇｅｌｔ）一行到访省科技厅，就２０１０年在广东科

学中心举办爱因斯坦临展项目的合作细节进行磋商。

·印发 《广东省科技厅关于加强科技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

３月１８日
省科技厅在广州市组织召开全省科技形势分析及工作座谈会。

３月１９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到广东科学中心考察。

３月１９—２１日
惠东现代农业科技强县专项启动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惠州市举行，省科技厅向惠东县授予 “广

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强县”牌匾。

３月２０日
佛山神城 （清新）产业转移工业园暨全国陶瓷产业转移示范基地授牌、奠基仪式在清远市清新县

举行。

３月２６日
科技部、教育部、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联合召开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工作视频会议，标志着由广东省首创的省部企业科技

特派员模式在全国推广。视频会议结束后，广东省随即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宋海副省长对广东省动员

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工作作全面部署。

３月２７日
·中国科学院与广东联合开展未来五至十年重大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工作会议在省科技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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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对口支援汶川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交流会在省农科院蚕业生物所召开。

４月１日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Ｊｏｈｎ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院士一行到访省科技厅，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广东省与

英国的合作进行了探讨。

４月１４日
广东省茶叶星火技术产业带建设总结交流与培训会在汕头市召开。

４月１５日
·认定广东省电力研究设计院等５６４家企业为２００８年第２批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等２０家企业为２００８年第３批高新技术企业。

４月１５—１６日
由省科技厅和全国台湾研究会、汕头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第３届海峡

两岸园艺学术研讨会暨粤闽台园艺科技学术论坛”在汕头市举行。１５日上午，举行了粤闽台茶叶星火
技术产业带建设启动仪式。

４月１６日
粤港惠合作推进仲恺高新区发展签约仪式在惠州市举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惠州市人民政府与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三方共同签署了 《粤港惠合作推进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备忘录》，香港生

产力促进局与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签署了 《粤港惠推进仲恺高新区试点新项目合约书》。

４月１７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会议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授牌仪式在江门市新会区

召开。

４月１７—１８日
省科技厅和省农科院、汕头市科技局先后在汕头市澄海区和南澳县举行农业科技下乡活动。

４月２０日
省科技厅与省知识产权局共同在广州市举办 “自主知识产权的力量———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与

知识产权论坛”。

４月２３日
中国科学院广州技术转移中心顺德工作站揭牌仪式暨科技成果推介会在佛山市举行。

４月２４日
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正式设立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专项资金。

４月２６日
由省科技厅与省旅游局主办的广东省科技旅游启动暨科技旅游示范点授牌仪式在广东科学中心举

行。万庆良副省长向广东科学中心授予 “科技旅游示范点”牌匾，广东科学中心成为广东省首个科技

旅游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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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８日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工作联席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４月２９日
广东省猪流感防控科技工作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

５月７—９日
省科技厅组织省农科院部分农业科技专家，联合肇庆市、怀集县相关农业和医疗专家在肇庆市怀

集县举行科技下乡活动，并为怀集县２００８年广东省农业科技专项承担单位颁发牌匾。

５月８日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第１届理事会第２次会议召开。

５月１２日
·广东科技金融战略合作暨试点市启动签约仪式在广州市举行。省科技厅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签

署了额度为５０亿元的科技金融合作协议，启动了珠海市、东莞市和中山市的科技金融试点市工作。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启动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５月１３日
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科协联合召开２００９年全省 “科技进步活动月”新闻发布会，宣布第

１８届 “科技进步活动月”全面启动。

５月１４日
东莞德英电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被批准组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５月１５日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大学生创业项目申报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全省民营科技产业工作座谈会在佛山市召开。

·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挂牌仪式在梅州市丰顺县举行。

５月１６日
２００９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及科技知识宣传活动在广州市举行。

５月１８日
省科技厅和省部产学研办在广州市举行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网络与信息安

全高峰论坛。

５月１９日
·２００９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初创期小企业创新项目联审培训会在广州市召开。
·２００９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招标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市召开。

５月２０—２４日
由科技部、商务部、教育部、工信部、贸促会、知识产权局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１２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市举行。广东省科技厅牵头组成广东省展团参加，该次展团共

组织了省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型企业共４０多项科技成果、实用技术参加交流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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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１日
·软件工业化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软件工业化高峰论坛在广州市举行。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３５家单位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广东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５月２６日
广东省低成本诊疗设备创制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

５月２７日
·东莞勤上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院开业典礼暨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东莞市举行。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广东新光源产业化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佛山市南海区举行。

６月２日
·２００９年全省地市科技局局长 “科技创新促进科学发展”专题研修班在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校区开班。

·省科技厅组织华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广东海洋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联合阳江市、阳春市相

关农业和医疗专家在阳江市阳春岗美镇举办 “携手共建阳江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下乡活动，并向阳

春市科技局赠送农业科技书籍。

６月５日
·２００９第４届中国 （中山）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中山市开幕。

·民建中央、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２００９（第１１届）中国风险
投资论坛在深圳市开幕。

·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在北京市召开。省部产学研办荣获 “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省级优秀组

织管理单位”称号，省科技厅荣获 “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６月９日
省科技厅和省农科院组织有关农业科技专家，联合茂名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在茂名市

茂南区金塘镇举办 “科技服务三农，推动科学发展”送科技下乡活动。

６月１２日
·集成电路技术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南山区集成电路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深圳市举行。

·省科技厅印发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６月１３—１４日
·第７届广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优秀作品展示会在广州市举行。

６月１５日
佛山分析仪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被批准组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６月１６日
·由省科技厅、河源市政府和东源县政府主办，民进广东省委、省科协、省科学院、省农科院、

华南农业大学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科学中心等单位共同参加的 “科技兴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主题大型科技下乡活动在东源县上莞镇举行启动仪式。仪式上，上莞镇等１３个行政村被授予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信息服务站”牌匾。

·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骨干信息员首期培训班在河源市举办。

２６５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河源高新区举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挂牌启动仪式。

６月１８日
·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南沙区政府、华南理工大学等机构在广州南沙资讯科技园举行共建粤港科

技创新合作平台活动。

·２００１年诺贝尔化学奖得奖者巴里·夏普莱斯教授 （Ｋ．ＢａｒｒｙＳｈａｒｐｌｅｓｓ）应省科技厅邀请到广东
科学中心，作题为ＨｏｗＴｏＦｉｎ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Ｎｅｗ（如何发现新事物）的科普讲座。

６月１８—２０日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

珠江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暨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 （ＣＢＡ）第１４届年会在广州市召开。
会议期间，黄华华省长会见了２００８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吕克·蒙塔尼尔博士 （ＬｕｃＭｏｎｔａｇｎｉ
ｅｒ）等来粤参会的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６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松山湖会见台湾科技企业高层访莞团。

６月２２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广州市举行全面开展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 “先进电池与材料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揭牌。

６月２３日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全省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重点部署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社区防控工作。
·先进电池与材料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先进电池与材料高峰论坛在深圳市举行。

６月２４日
广东省人兽共患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科技攻关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６月２６日
无源元器件与集成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无源元器件学术论坛在深圳市举行。

６月３０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

７月１日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７家企业和高校被批准组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７月７日
省部产学研结合 （禅城）示范区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７月１３日
中国科学院与佛山市人民政府全面合作签约仪式在佛山市举行。

７月１４日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等６部门联合召开国家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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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施视频会议，广东分会场设在省科技厅。

７月１６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评审会在广州召开。在本次考核中，全省除深圳市及其

辖区按照规定直接报送科技部以外，其余２０个地级及以上市、６８个县 （市）和４７个城区全部参加了
考核，共有１１个地级以上市、２９个县 （市）、３８个城区初步达到科技部通过考核的要求。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工作交流会在广州市召开。

７月１７日
·电动汽车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佛山市召开。

·由省科技厅和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主办的２００９’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博览会动员会
在广州市召开。

７月２１—２２日
全省科技行政管理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广东科学中心召开。

７月２４日
潮州市饶平县新圩镇等１９个镇被认定为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

７月２６—３０日
中央党校研究室曾业松书记率广东农村信息化战略研究调研组一行８人到广东省调研。

８月５—８日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会暨管委会会议

在广州市召开。

８月５—１１日
省科技厅相关领导率相关处室、广州市科技局、佛山市科技局、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南方医科大

学、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前往西藏考察援藏工作。

８月１１日
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现场会在深圳市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推广深圳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对

建设创新型广东作出具体部署。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王荣，

副省长宋海、佟星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市分管副市长及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有关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代表共１８０多人参加了会议。

８月１９日
省科技厅印发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８月２０日
“农产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启动会在中山市召开。会上，“广东省农产品安

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示范单位和综合示范单位被授牌。

８月２１日
·广东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第２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广东省专业镇建设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会议

进行了促进会理事改选换届，并对促进会章程进行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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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常平科技创新中心落成典礼暨东莞市湖大汽车新技术研究中心、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

家重点实验室分实验室和湖南大学钟志华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举行。

８月２４日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６４个单位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８月２５日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会议暨２００８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广州市召开。会议总

结了全省高新区发展情况，对进一步推进高新区工作、推动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双提升”进

行动员和部署，并表彰２００８年度优秀科技成果和杰出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汪洋，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印发了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和中

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共同为科技部授予广州高新区 “创新型科技园区”称号揭牌。

８月２６日
中国科学院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和广州大学 “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

被授予广东省第４批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称号。

８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领导视察广东科学中心。

·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工作会议在佛山市召开。

·广东省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第１次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９月１日
·２００９广东科技服务业论坛在广州市召开。
·２００９沿海区域产业科技管理研讨会开幕式在暨南大学召开。

９月２日
国际服务外包发展 （广州）大会在广州市召开。

９月７日
全省ＬＥＤ照明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正式发布 《广东省ＬＥＤ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

９月８日
·全省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市召开。

·广东省伞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被撤销。

９月１０日
２００９粤港联合资助计划联合评审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９月１１日
由南方日报社主办、省财政厅和省科技厅协办的 “２００９政府采购论坛”在广州市举行。该届论

坛的主题是 “政府采购与产业升级”。

９月１５日
·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 （广东）验收会在广州市召开，广东基地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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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组的验收。

·中山市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基层服务站授牌仪式在中山市举行。

９月１５—１７日
省科技厅带领广东科技特派团成员及有关专家赴汶川灾区考察科技帮扶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与汶

川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座谈。

９月１８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 “万人科学传播大行动”宣传活动在广州市正式启动。

９月２１日
省政府决定成立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协调领导小组，由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

华华任组长，教育部副部长陈希、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广东省副省长宋海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省科技厅，办公室主任由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兼任。领导小组成立后，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

合联席会议自动撤销。

９月２３日
· “星期六工程师”与企业科技特派员迎６０周年国庆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老中青三代科技专

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应邀参加。

·珠江三角洲技术转移联盟成立大会在广州市举行。

·广东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成立大会在广州市举行。

９月２４日
·珠江三角洲地区自主创新政策巡回宣讲培训周活动在广东科学馆正式启动。

·广东科学中心与 《南方都市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９月２５日
由省科技厅与南方新闻网联合主办的 “御风搏浪立潮头———广东科技发展６０年”纪念新中国成

立６０周年多媒体专题网站开通仪式在南方新闻网举行。

９月２６日
首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作品展、 “广东科普之光”摄影展、沉睡万年的冰原猛兽猛犸象展

（广州站）等系列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

９月２８日
省科技厅印发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暂行办法》。

１０月８日
由广东科学中心等１６个单位共同完成的 “广东科学中心建设与管理的创新实践”的科技成果鉴

定会在广东科学中心召开，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广东科学中心在展项、建设、管理上总体达到大型科

技场馆的国际领先水平。

１０月９日
·省科技厅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在深圳市举行全国首家区域性非公开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揭牌仪

式，首批７２家企业和技术项目挂牌。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科技参赞李谦如夫妇和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国际合作 “友谊奖”获得者———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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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奥坚科·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及夫人到访省科技厅。

１０月１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带领的民进中央十二届八次中央常委会代表团一行

到广东科学中心参观。

１０月１２日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倪·亚伯拉罕先生到访省科技厅。双方达成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意愿。

·省科技厅率领广东团参加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江西技术、人才、项目对接会。

１０月１４日
·梅州市产学研结合项目对接、“双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论坛暨兴宁科技中心开馆仪式在兴

宁市举行。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等８５家企业被确定为第３批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１０月１６日
·第８届中国 （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开幕式在阳江市举行。

·省科技厅组织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东莞、中山、江

门等地高新技术企业参加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的第１０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广东展团主要参加了
高新技术产业馆的展示。

１０月２０日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７家单位被认定为广东省第５批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１０月２０—２５日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县 （市、区）科技管理能力建设专题研修班在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举办。

１０月２６日
·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ｕｍｐｌｅｃｋｅｒ（卢健安）先生到访省科技厅。双方围绕建

设创新型广东，吸引国内外创新要素聚集广东的主题进行了探讨。

·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等４９家企业被确定为第２批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１０月３０日
由省科技厅和省经信委主办的第７届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论坛暨 “十一五”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

示范项目验收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１１月８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到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汽车动力电池测试中心及生产线进

行考察。

１１月９日
科技部在广州召开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第４次工作会暨基地建设１０周年总结大会。全国政协

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曹健林，贵州省副省长孙国强、吉林省副省长陈晓

光、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周然、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王路、全国政协常委刘淑莹，

以及来自全国３７个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的科技厅 （局）领导和基地建设产学研单位的近５００位代
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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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９—１１日
由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１４个部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共同主办的２００９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博览会在广州市开幕。

１１月１２日
第３届中国专利周主场活动开幕式在广州市举行。

１１月１６日
·第１１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市开幕。由广东省科技厅、省外经贸厅、省教育

厅、省知识产权局联合组成广东参展团，其参展规模位于全国各省市之冠。

·由省科技厅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主办的中德创新水处理技术研讨
会在广州市召开。

１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０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ＬｅｌａｎｄＨＨａｒｔｗｅｌｌ教授到访中山大学。
·省科技厅在广州市召开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组织动员会议。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西北工业大学在深圳高新区举行的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民用项目落户深圳暨

无人机工程中心揭牌仪式。

１１月１８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与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技术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分别签署科技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

１１月１９日
广东省科技创新平台工作会议在佛山市召开。

１１月２０日
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工作会议在佛山市召开。

１１月２１日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广州市举行。

１１月２４—２５日
科技部在汕头市召开全国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工作交流会。

１１月２５日
·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市召开，省科技厅全面通报了２００９年以来贯彻落实 《珠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科技与自主创新工作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中国纺织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暨产业化研讨会开幕式在佛山市西樵镇举行。

·广东省清洁生产工作会议暨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授牌仪式在广州市举行。

１１月２９日
广东产业生态研究启动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１１月３０日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办公室揭牌成立仪式在广州市举行。

８６５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１２月１日
省政府决定建立省ＬＥＤ照明技术及产品推广应用联席会议制度。广东省副省长宋海任召集人，省

府副秘书长李捍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军等任成员。联席会议不设办公

室，具体工作由省科技厅承担。

１２月１—７日
由省科技厅与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佛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２００９第３届中国基因产业大会在佛

山市三水区召开。该届会议主题是 “探寻人类生命奥秘，发展健康长寿产业”。

１２月４日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闫傲霜主任、张虹委员等一行６人到访省科技厅。
·２００９年全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办公室工作会议在清远市召开。
·珠海瑞捷电气有限公司等１６８家企业被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２家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更名。

１２月６日
人体组织重建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广州市举行。

１２月８日
湛江市信息直通车工程科技兴农项目启动仪式在湛江市举行。

１２月９日
·广东省科研条件与财务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会议总结本省科研条件财务工作成绩，对下一

阶段科研条件工作进行了部署。

·广东省创新方法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１２月１４日
ＬＥＤ路灯推广应用中的技术标准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

１２月１５日
省科技厅和国防科技工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召开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广东省

军民两用科技成果信息交流座谈会。

１２月１５—１６日
２００９第３届果蔬加工产业与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市开幕。

１２月１７日
·广东省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座谈会在深圳市召开。

·科技部和财政部在北京市召开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实施十周年总结大会。会上，省科技厅

被授予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实施十周年先进单位”称号。

·再生金属综合利用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清远市举行。

１２月１８日
·无铅电子制造产学研创新联盟年会暨２００９绿色电子封装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
·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

９６５附　　录



１２月１９—２０日
由省科技厅和科技部农村科技技术开发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芦荟产品认证研讨会暨芦荟产业专业

委员会２００９年年会在江门市召开。

１２月２２日
中国科学院佛山新材料产业技术发展高层论坛在佛山市高明区举行。

１２月２５日
·广东科学中心与日本科学未来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广东 （茂名）首届现代农业博览会开幕式在茂名市举行。

· “广东科技人才基地”揭牌仪式在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举行。

１２月２８日
·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成立暨科技金融合作签约仪式在广州市举行。会上，省科技厅与深圳国

融信合投资股份公司、香港建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合作设立 “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协议

书》，省科技厅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分别签署 《科技

金融合作协议》。同时，为 “广东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公室”揭牌。

·第２次Ｒ＆Ｄ资源清查暨２００９年全省科技统计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
·省科技厅被省委组织部评为 “２００９年开展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活动先进单位”。

１２月２８—３０日
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基础研究管理工作会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地区联络网单位会议在深圳市

召开。

１２月２９日
全省高校首个 “广东科技人才基地”揭牌仪式在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珠海校区举行。

０７５ 广东科技年鉴 （２０１０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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